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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采购商客户：您好，2020年2月采筑客户服务月报将从产品、质量、行业资讯、办公防疫贴士等方面给

贵司带来服务，速览如下：

1
2月采购信息概述

2月共33家采购商通过采筑平台进行下单，产生

订单：181笔，金额：15.29亿+，采购商下的

每一笔订单，采筑都会组织供方进行排产，配合

按时交付，如有疑问可直接联系：采筑-纪晓岚：

18328024770（ 同微信）

2020年联合采购计划

上半年正在报名中的8大品类：浴霸-集成吊顶；人

造岗石；中高端入户门；中高端收纳；玻璃；进口

橱柜；同层排水；内外墙保温-（详见此月报-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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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供方复工情况一览

截至3月9日，已有307家集采供应商工厂复工率

达到100%（共计589家工厂），还有7家供应

商未复工。-（详见此月报-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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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采筑学院上新

上线31门防疫健康类线上路演直播至采筑学院，涉及

防疫紫外线、人脸测温门禁、抗菌地板、中央空调、

抗菌涂料、新风系统、触控厨房龙头、水槽洗碗机等

品类。以期给贵司工程建筑及家装材料选购提供参考。

-（详见此月报-页7）

2月采筑质量管控体系针对平台甲供材产品进行全

覆盖质量管控，并对国内建材行业质量动态进行

监测，为贵司提供质量参考决策-（详见此月报-

页3-6）

2月质量动态监测
2月疫情小贴士

写字楼等封闭区域疫情风险提示及防疫专题超级路演
合集-（详见此月报-页10-11）



采筑2020年联合采购计划已更新，欢迎贵

司根据时间档期和对应需求报名参与，与万

科和平台其他采购商一起共享联合的力量！

品类 联采预计定标时间 品类 联采预计定标时间

浴霸-集成吊顶 2020年5月30日 玻璃 2020年5月30日

人造岗石 2020年5月30日 进口橱柜 2020年5月30日

中高端入户门 2020年5月30日 同层排水 2020年5月30日

中高端收纳 2020年5月30日 内外墙保温 2020年5月30日

操作疑问可直接联系：纪晓岚 18328024770（同微信）

1

2020年上半年正在报名中的8大品类有：
浴霸-集成吊顶；人造岗石；中高端入户门；
中高端收纳；玻璃；进口橱柜；同层排水；
内外墙保温。各品类联采亮点详情贵司可
扫描右侧二维码进行查阅：

品类 联采预计启动时间 联采预计定标时间 品类 联采预计启动时间 联采预计定标时间 品类 联采预计启动时间 联采预计定标时间

智能家居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配电箱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塑钢型材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社区智能化设备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灯具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塑钢五金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瓷砖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开关插座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塑钢门窗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金刚砂硬化剂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商用中央空调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涂料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对讲设备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新风系统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阀门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壁纸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整体台盆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家用中央空调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进口厨电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干混砂浆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

下半年联合采购计划提前掌握，
贵司可根据自身需求及档期报
名参与



2
自疫情发生后，采筑每天对71个集采品类供方，共计322家集采单位、661家工厂的复工情况进行全面调研、
摸排，随时掌握供方复工情况。

◼ 截至3月9日，已有307家集采供应商工厂复工率达到100%（共计589家工厂），其中8家供应商工厂复工率未达

100%。 序
号

集采供应商 所属品类 工厂复工率 未复工工厂城市

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轻钢龙骨石膏板 94% 武汉

2 成都能高共建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瓷砖胶粘剂 92% 孝感、兰州

3 上海申得欧有限公司 内外墙保温 67% 鄂州

4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材料 63% 荆门，渭南，南通

5 邯郸市瓦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屋面瓦 50% 黄石

6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材料 50% 黄冈、南充

7 广州尚安家居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空调 50% 武汉

8 湖北赛凯龙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内外墙保温 50% 孝感

部分工厂复工的供方涉及品类
为轻钢龙骨石膏板、瓷砖胶粘
剂、内外墙保温、防水材料、
屋面瓦、空调；未复工地区多
为湖北区域

◼ 3月待复工集采供应商，涉及品类铝合金门窗、

瓷砖、智能门锁

序
号

集采供应商 所属品类
未复工工厂

城市
最早复工

日期

1 厦门市百思得铝制品工程有限公司 铝合金门窗 厦门 3月16日

2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瓷砖 清远 3月16日

3 深圳零匙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门锁 东莞 3月20日

◼ 4家供应商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未定，其中湖北地区3家，长春

1家，涉及品类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钢制入户门

序
号

集采供应商 所属品类
未复工工厂

城市

1 武汉金桥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铝合金门窗 鄂州

2 武汉鸿和岗科技有限公司 铝合金门窗 武汉

3 武汉金万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塑钢门窗工程 武汉

4 长春铸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钢制入户门 长春



• 北京：“九牧王”龙头、“美陶”坐便器等12款产品不合格

2月5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流通领域水龙头、坐便器产品质量抽检结果公示，其中福建兴达建材（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九牧王”单把面盆龙头、

福建泉州宾吉亚洁具有限公司生产的“美陶”坐便器等12款水龙头、坐便器产品不合格。标称福建泉州苹果王卫浴有限公司生产的“苹果王”快开加长

龙头，标称福建厦门实盛龙达卫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盛龙达SSLOD”坐便器不合格，但按照产品标称的企业地址及联系方式无法与标称生产企业

取得联系，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消费者谨慎购买上述标称企业的产品。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消费者报·中国消费网）

• 南宁市抽查4批次燃气灶产品 不合格1批次

2月17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了《关于2019年流通领域车用成品油等12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据通报，2019年该局抽查4家

销售企业4批次燃气灶产品，经检验，合格产品4批次，不合格产品1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25%。不合格项目为一氧化碳、标志。据本次发布的《南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流通领域燃气灶检验结果汇总表》，中山市柏强电器有限公司（标称）生产的1批次“青岛欧派（标称）” 家用燃气灶具（规

格型号：嵌入式灶 双头790×480×180 JZT-BQ01 ；生产日期：2018-07）样品被检出一氧化碳、标志项目不合格。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氧化铝及其他铝制品3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2019年共抽查22家企业生产的25批次氧化铝及其他铝制品。抽查

主要涉及变形铝、铝合金圆铸锭、氧化铝、电工圆铝杆、铝合金带材等产品，经检验，合格产品22批次，不合格产品3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12.0%。

抽查不合格项目为低倍组织。。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2月：采筑对国内建材市场进行了质量动态监测，帮助贵司了解合作过以及未合作品类当月发生的动态，更好的规避质量等风险 3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流通领域铝合金建筑型材2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30家企业的55批次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其

中生产领域抽查15批次，流通领域抽查40批次。抽查主要以CCGF 402-2015《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及相关产品标准为检验依

据，对化学成分、壁厚尺寸、力学性能、复合膜性能、氧化膜性能、涂层性能等关键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产品53批次，不合格产品2批次，不

合格发现率为3.64%。其中生产领域抽查合格15批次，不合格产品0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0%；流通领域抽查合格产品38批次，不合格产品2批次，不

合格发现率为5.0%。抽查不合格项目为耐碱性。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生产领域建筑用腻子3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30家企业的37批次建筑用腻子产品，其中生

产领域抽查27批次，流通领域抽查10批次。抽查主要涉及建筑外墙用腻子、建筑室内用腻子等产品，经检验，合格产品34批次，不合格产品3批次，不

合格发现率为8.11%。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建筑用防水卷材4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9家企业生产的11批次建筑用防水卷材产品，

经检验，合格产品7批次，不合格产品4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36.36%。抽查主要不合格项目为可溶物含量、低温柔性、热老化等。具体名单可到对应

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2月：采筑对国内建材市场进行了质量动态监测，帮助贵司了解合作过以及未合作品类当月发生的动态，更好的规避质量等风险 4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水泥产品2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90家企业的166批次水泥产品，其中生产领

域抽查159批次，流通领域抽查7批次。抽查以《2019年水泥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及相关产品标准为检验依据，对氯离子含量、强度、烧

失量、压蒸安定性、放射性、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等关键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产品164批次，不合格产品2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1.2%。具体

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橡胶制品不合格发现率为4%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19家企业生产的25批次橡胶制品。抽查主要

涉及橡胶密封制品、胶管、乳胶制品、胶辊、再生橡胶、输送带等产品，经检验，合格产品24批次，不合格产品1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4.0%。抽查主

要不合格项目为硬度、热空气老化等。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广西市场监管局抽检开关和插座产品2批次不合格

2月17日，广西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2019年水泥等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其中，2019年共抽查11家企业的20批次开关和插座产品。抽查

主要涉及开关、插座等产品，以《2019年开关和插座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及相关产品标准为检验依据，对产品的标志、防触电性能、防

潮、开关机构、拔出插头所需的力、耐热、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通过密封胶的距离等关键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产品18批次，不合格产品2批次，

不合格发现率为10.0%。抽查主要不合格项目为标志、耐热等。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月：采筑对国内建材市场进行了质量动态监测，帮助贵司了解合作过以及未合作品类当月发生的动态，更好的规避质量等风险 5



• 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胶合板等产品3批次不合格

近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该局开展了蓄电池等17种产品质量“双随机”专项监督抽查。本次抽查了该市辖区43家企业生产的56批次产品，发现不合格3批次。

其中不合格产品为清远市清新区盈星胶合板厂生产的胶合板，不合格项目弹性模量；其他具体名单可到对应来源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2月：采筑对国内建材市场进行了质量动态监测，帮助贵司了解合作过以及未合作品类当月发生的动态，更好的规避质量等风险 6



2月，【采筑学院】上新啦~
college.vvupup.com

✓ 《进户门分类及细节》—浙江赛银将军

✓ 《如何选购木门》—昆山日门

✓ 《该如何选择瓷砖胶》—能高共建

✓ 《再见，门窗渗漏》—辽宁雨虹

✓ 《低压电器综述》—良信电器

✓ 《如何让涂料更好地展现石材幕墙效果》—立邦涂料

✓ 《厨盆选购知多少》—和成卫浴

✓ 《交联聚烯烃产品（辐照）前后对比视频》—特变电工

✓ 《智能锁产品安全专题》—零匙科技

✓ 《第三代整体卫生间介绍》—广州鸿力

采筑学院2019年度十佳品质课程出
炉，品类涉及了涉及了进户门、瓷砖
胶、门窗、低压电器、涂料、卫浴洁
具等，贵司可登陆采筑学院学习了解

上线31门防疫健康类产品线上路演直播，涉及防疫紫外线、
人脸测温门禁、抗菌地板、中央空调、抗菌涂料、新风系统、
触控厨房龙头、水槽洗碗机等品类。

◼产品公开课：

圣象-光触媒抗菌地板、EB技术地板新产品

西顿照明-防疫紫外线灯产品

杜邦 可丽耐-耐污易清洁台盆

通力-数字化解决方案

日立-智能安防无接触召梯系统介绍

川路-管材管件排水系统

安吉尔-抗毒抑菌直饮水解决方案

太川-零接触全社区防疫解决方案

华德-防霉防菌环保内墙无机涂料

永高-管材管件排水系统

西门子-卫生防疫应用汇报

旭格-门窗抗菌表面处理

迈迪龙-新风空调细菌除尘模块

意艾蒲-新风系统抗毒功能

良信-低压系统实用案例

college.vvupup.com

更多课程，欢迎关注采筑APP！

高仪-触控厨房龙头

方太-创新科技守护健康生活

有屋-科技智能消毒产品

和成-触控厨房龙头等智能产品

美的-中央空调健康杀菌产品解决方案

捷顺-AI红外测温通道解决方案（上）

捷顺-网格化防疫预警管控平台方案（下）

海信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新风与空气净化产品

日立-中央空调 防疫建议及产品介绍

东方雨虹-JS防水涂料高环保聚合物水泥（上）

东方雨虹-聚氨酯防水涂料盖世涂系列（下）

嘉寓-嘉寓源码智慧门窗

摩恩-健康厨卫产品解决方案推荐

立邦-抗菌涂料

科勒-产品核心技术分享

日丰-PP-R健康饮水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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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采筑牵头，万科、蓝光、泰禾、华远、佳兆业、卓越、信达等24家企业联合成立的房地产供应链“反黑联盟”第一次会议在联盟创始成员单

位之一的卓越集团成功召开。来自万科、蓝光、泰禾、卓越、佳兆业、信达、中梁、时代中国、越秀、昌建、大汉控股、江苏水利房地产、鹏

瑞、翔顺、恒泰天纵等成员企业的管理层代表与会。

• 大会首先向各成员介绍了联盟的黑名单共享情况，随后各成员就反黑联盟的运营机制、管理原则进行了踊跃发言与积极探讨。各联盟成员代表

纷纷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为联盟的运作和落地事宜建言献策，现场气氛热烈。同时会议中大会现场联盟创始成员单位共同举手表决通过了浙

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中铁一局正方天域置业有限公司新加入联盟的申请。

• “反黑联盟”旨在共建深度信息交流互动机制，打破以往各采购商之间信息割裂状态，实现行业间优秀和风险资源的共享，提高合作资源的违

约成本，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房地产供应链“反黑联盟”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采筑平台2月动态回顾

大会与会人员合影 大会现场交流热烈

8



• 2月27日，2018-2019年度华侨城“创想奖”获奖榜单发布，本次评选共计112个项目参与申报，数量为历年最多。在首次设立联合外部申报项目中，

华侨城集团采购中心与采筑报送的“智能招标机器人BumbleBee”荣获“最佳协作创想奖”。

• 2019年1月采筑研发招标机器人1.0实现平台全年45项联合招标品类的流程公开透明，节点资料实时共享，大幅提升联合招标客户参与度，实现信息实

时同步。

• 7月，采筑联合华侨城打造采筑招标机器人BumbleBee2.0，在锅炉设备招标过程中试点应用，通过收集整理677项招标文件资料，招标中使用过程机

器人自动算法处理入围审核和评标计算等应用，成功实现机器人客观算法战胜人为主观判断。

• 招标机器人“BumbleBee”实现数字化定制、在线评标，推动招标管理从“无纸化”向“无人化”转变。经过本次疫情，线上办公、在线招标愈加受

到各招标单位的重视。采筑将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为更多客户提供符合实际、极具可操作性的科技服务。

喜报 | 采筑BumbleBee荣获华侨城“最佳协作创想奖”

采筑平台2月动态回顾 9



• 爆发疫情的“钻石公主号”豪华邮轮，其搭载的3700人确诊病例达到705例（2月26日数据） ，按照检测人数2404 计算感染率 22.5%。这意味着病

毒在封闭的邮轮环境中拥有着更强大的空气传播能力（相关分析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ouOiEWOtcB0U0ZTwsLunXA）

• 船和写字楼/商场/飞机/高铁的环境类似，与住宅差异甚大（朗诗除外）。全封闭，全空调，恒温恒湿的环境存在一损俱损的风险：以空气为途径传播

的病毒可以侵入到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全封闭写字楼、商场是远比住宅风险高的区域。

• 随着各地陆续复工，部分产业业态为写字楼的企业开始对楼栋的空调或新风系统采用消毒的方式防疫病毒，以确保租户办公的安全（详见附件1兴业中

心案例）。但采筑经过和新风及空调厂家沟通发现，上述做法并不能确保完全防疫：只能保证进入的风无病毒，但是只要整栋楼里有一个病人，楼内循

环的空气依然会传播病毒。

• 如您在上述场所复工或有相关业态，温馨提示您注意以下方面:

✓ 请务必加强个人防范病毒意识，时刻别忘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

✓ 在疫情防控期间，如果自然通风条件足够，应该使用开门窗通风，暂停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使用。

✓ 参照医院病房对每一个房间每天至少2次紫外消毒可能是独栋空调环境底线做法。

疫情挡不住真情，采筑始终与客户伙伴紧密相依，共同维护地产供应链生态向好发展。

【温馨提示】采筑提醒您注意写字楼等封闭区域疫情风险

疫情防护小贴士

开放的空间比封闭的空间安全；以房间为独立系统的空调环境比以楼栋为独立系统的空调环境安全。

兴业中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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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期间，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居家隔离。然而在2月8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

表示，目前可以确定的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

• 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接触传播，公众已经耳熟能详的传播方式中，一半与空气环境有关，这也让中央空调、排水设施等家装建筑材料设备成为了大

家关注的焦点。许多房企和用户会思考，选购哪些建材设备才能保护居住者远离细菌病毒的侵害。

• 事实上，不少建材企业在研发抗菌抑菌、杀毒建材方面颇有建树。日前，采筑举办线上“防疫专题”路演，组织了一批行业领先企业线上直播讲解最新

科技应用产品，以期给工程建筑及家装材料选购提供参考。路演直播内容可通过登陆采筑学院进行回看（地址：college.vvupup.com）

• 现特别为大家精选了其中的34例产品介绍，如：

大盘点 | “防疫专题”超级路演4期精彩集合不错过！

11疫情防护小贴士

更多产品详情可扫描下方“防疫
专题”二维码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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