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筑电商平台



尊敬的采购商客户：您好，2020年3月采筑客户服务月报将从产品、质量、行业资讯、平台动态等方面给贵司

带来服务，速览如下：

1
3月平台采购信息概述

3月共88家采购商通过采筑平台进行下单，产生

订单：1385笔，金额：39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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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合采购资讯

3月联采定标品类：电子锁、水泵及隔污油堤、发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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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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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履约管理
平台订单履约管理，可协助贵司在线跟踪订单进

展，降低交付风险；线上留痕，避免线下信息遗

漏造成不便；同时采筑能根据贵司订单，提供订

单统计报表及相关节点风险预警。-（详见此月

报-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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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信息简讯

精选近期市场动态信息，各新闻渠道摘取市场行情动

态，透过新闻讯息协助贵司洞察分析市场、提前进行

风险预警，及时应对市场变化-（详见此月报-页6-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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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3月质量动态监测 采筑学院上新及平台3月动态
3月31日，采筑携手良信电器发起“开启美好生活、
共建智慧生态”大型线上工厂考察活动，走进良信电
器上海张江科学城智能产业园，一站式参观良信自动
化车间、顶级实验室，并与多位行业大咖交流分享，
（详见此月报-页19-20）



采筑在3月完成了：电子锁的联合采购定标。参与联采单位共有：10家，ALL IN两年采购需求，预计3.7亿采购金额，（建议贵司可参

考使用该品类联采的结果）充分体现联合的力量~

联采单位：泰禾、卓越、信城、阳光100、信达、昌建、力高、众成、东旭、

佳兆业

电子锁中标供方：飞利浦、零匙、优点、凯迪仕

联采协议期：自协议签定之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

贵司如未能参与该项联采，欢迎贵司

使用该品类联采结果，该品类两年预

计联采金额：3.7亿，采筑乐意为贵司

提供该品类全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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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维度 机械锁 电子锁 入户门厂

锁体 6068锁体 6068锁体 按6068锁体制作锁盒

侧面板
侧边尺寸：
260*24mm开孔尺寸：
240*14mm

开孔数：2个

侧边尺寸：260*24mm

开孔尺寸：240*14mm

开孔数：2个
按定义标准制作侧面板

面板及开
孔预留

穿安装螺丝孔中心
点在（148.5-

237.5mm）

穿安装螺丝孔中心点
在（148.5-237.5mm）

见右图

联采亮点：机械锁与电子锁标准统一

此次联合采购，研究了市场上大多数机械锁、电子锁通用标准，选择绝大多数可通用的产品方案。与门厂沟通，

确定了通用开孔方案，为现在批量交付及未来小业主自行更换奠定基础



1. 水泵系统难以标准化配置参数，按系统招标无法覆盖全部型号。故按照成套使用、拆散招标的原则，将水泵

系统拆散为水泵、管阀、罐体、控制柜等单独部件，使用时自由组合，型号齐全。

2. 不锈钢水箱作为水泵系统的配套部件之一，往往容易被用户所忽略；此次招标技术标准新增和明确水箱质量

技术标准；从源头上保证小区用水质量安全。

3. 随着商业项目的增多，此次隔油及污提设备引入行业专业厂家，做好精细化招标，规定使用合资品牌的离心

泵并标配气浮装置。

采筑在3月完成了：水泵及隔污油堤的联合采购定标。参与联采单位共有：12家，ALL IN两年采购需求，预计3.2亿采购金额，（建议

贵司可参考使用该品类联采的结果）充分体现联合的力量~

联采单位：泰禾、蓝光、信城、当代、信达、昌建、京博、益田、力高、佳

兆业、开元、东方今典

水泵中标供方：白云、东方、熊猫、威乐

隔污油堤中标供方：洁能、欧士伊

联采协议期：自协议签定之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

贵司如未能参与该项联采，欢迎贵司

使用该品类联采结果，该品类两年预

计联采金额：3.2亿，采筑乐意为贵司

提供该品类全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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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采亮点：将水泵系统拆解，自由组合，优化产品型号选择；新增水箱质量标准；引入隔油及污提设备



1. 增加柴油发电机组的标前飞检环节，保障柴油发电机组的质量；

2. 增加国产机组功率段至1800KW，覆盖面更广； 增加噪音测试，P＞250KW，国标《2820-90》无要求，万

科标准：≤115（db）；

3. 增加散热器材质要求，建议使用铜材质，并设置10%余量，市场上大多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铝材质，容易

发生氧化； 增加合资机组投标单位需包含环保降噪工程要求，进一步降低噪声扰民的投诉率，创造更加舒适

安静的环境。

采筑在3月完成了：发电机的联合采购定标。参与联采单位共有：7家，ALL IN两年采购需求，预计2亿采购金额，（建议贵司可参考

使用该品类联采的结果）充分体现联合的力量~

联采单位：泰禾、信城、合正、花样年、益田、力高、佳兆业

发电机中标供方：赛瓦特（国产、合资）、星光

联采协议期：自协议签定之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

贵司如未能参与该项联采，欢迎贵司

使用该品类联采结果，该品类两年预

计联采金额：2亿，采筑乐意为贵司提

供该品类全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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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采亮点：经过调研2017-2019柴油发电机组协议期内客户投诉以及合作供方的反馈，

根据现电力行业的相关政策，重新定义了本次招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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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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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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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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低交付风险。提前明确项目交货要求，采筑将协同供应商根据客户要求，

做后续的交货计划、发货、物流跟踪、到货等全流程一站式节点跟踪。

➢ 避免推诿扯皮。线上计划留痕，避免线下临时沟通信息遗漏造成的推诿扯皮。

➢ 即时的报表统计及风险预警。采筑平台将为客户提供额外的订单统计报表及

相关节点风险预警。

➢ 定期数据分析报告跟踪优化。运营机制上，也将按月为单位提供数据月报供

客户跟踪了解优化。

➢ 根据项目需要，提前在采筑平台下单，务必不要事后补单。

➢ 下单完成后，及时在线提报要货计划。

➢ 关注订单状态，在线跟踪订单进展。

5平台订单履约管理，可协助贵司在线跟踪订单进展，降低交付风险；线上留痕，避免线下信息遗漏造成不便；同时采筑能根据贵司订单，

提供订单统计报表及相关节点风险预警。

客户要货TOP3

公司名称 订单金额（万） 要货金额（万） 要货完成率

越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0 80 100%

上海双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4.1 44.1 100%

深圳市瑞玮工程有限公司 1759 1568.8 89%

石家庄万科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为保证首个项目6.30日如期交付，

公司上下非常关注项目进展，主要做了下面3方面工作：

➢ 管理规范。公司要求所有集采订单都按要求走采筑下单及匠心收发货；

➢ 内部协同。采购督促项目、总包等相关单位互通信息，及时在线下单

及收发货，并在线跟踪各订单动态；

➢ 未雨绸缪。疫情期间，项目部专项梳理各项材料到货情况，并且提前

完成很多材料的下单工作，为供应商备货预留了充足时间。

➢ 截止目前，石家庄万科项目各主要材料已全部下单共计507.2W，已要

货订单金额470.5W，要货比例达93%，平均要货天数17天，各项数据

远超平均水平，项目整体进展顺利。

订单履约优秀案例分享 鼓励贵司在线发起要货小贴士

贵司所有平台订单暂未发起要货，建议贵司可及时发起要货



近期市场信息简讯：采筑从各新闻渠道摘取市场行情动态，透过新闻讯息协助贵司洞察分析市场、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及时应对
市场变化

新闻内容均来自各信息源，不代表采筑平台观点和立场。

◼ TOTO、吉博力借势推广，科勒拟跨界通风设备

➢ 新闻来源：厨卫头条 3月31日

➢ 内容摘要：

1. 疫情也为卫浴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据多家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此前引发厕纸抢购潮，同时引起人们对智能马桶等卫浴产品的关注，相关产品销量

取得较大增长。科勒发言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月底智能马桶销量开始回升，随着美国确诊患者的增加，3月份智能马桶销量更是飞速增长。

2. 近年积极发力欧美市场的TOTO也没有错过疫情带来的机会，TOTO美国分公司在推特上借“厕纸”话题推广智能马桶，表示能提供“更卫生、无纸的

卫浴体验”。

Tips：建议可关注智能类、环保健康类新产品的市场情况，了解行业趋势，更好服务消费者需求

◼ 王石率万科员工集体捐赠2亿股万科股票共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 新闻来源：万科周刊 4月2日

➢ 内容摘要：

1. 2020年4月2日，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万科企业股中心”）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代表万科人全体，将企业股中心的全

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基金”。

2. 这一专项基金将在支持科研创新、奖励科研成果和引进人才等方面持续支持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清华大学与万科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切实推进公

共卫生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有力提升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水平，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学院将按照综合、国际、高

端的原则，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学科优势，创建教师跨学科合作和学生跨院系培养新模式和交叉协作新文化。预计设立预防医学、大健康、健康大数据、公

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四个国家亟需、面向未来的学科方向。

3. “感君托高义，终不负初心”，能让这笔财富在社会最需要的时候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以创始人王石为首的全体万科人36年奋斗历程收到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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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HtEUWSDnPMdLzA-x87oUaQ
https://mp.weixin.qq.com/s/GBs2ml1eiBePb4qkHZb1Mw


新闻内容均来自各信息源，不代表采筑平台观点和立场。

◼ 央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释放资金约4000亿元

➢ 新闻来源：观点 4月3日

➢ 内容摘要：

1. 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

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2. 消息指出，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

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

近期市场信息简讯：采筑从各新闻渠道摘取市场行情动态，透过新闻讯息协助贵司洞察分析市场、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及时应对
市场变化

◼ 吉博力、高仪、唯宝等临时关闭部分工厂和展厅，部分业务被迫中止

➢ 新闻来源：厨卫头条 4月6日

➢ 内容摘要：

1.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各国蔓延，在当地政府的指引下，包括吉博力、科勒、高仪、唯宝、德立菲等在内的卫浴企业，在受影响的区域中已采取暂停接单、停产

停工、居家办公等方式应对疫情。与此同时，疫情对卫浴企业产品销售的影响开始显现，如吉博力第一季度亚太市场销售额下滑超过20%，唯宝也下调了2020

年全年的销售预期。

2. 目前，吉博力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英国及西班牙的工厂已临时关闭，整个欧洲的展厅也基本关闭；高仪已对欧洲多家工厂的生产计划进行了调整。其中，

位处葡萄牙阿尔伯加里亚的生产基地从3月30日至4月12日临时关闭；唯宝已关闭了在德国及法国的工厂，目前初定4月底前恢复生产；美国德立菲大部分办公

室职员已开始了居家办公，而仓库则以轮班制的方式进行运作等。

Tips：建议全球疫情期间可关注有国外工厂、或由国外渠道供货的供方情况，及时把控其产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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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andian.cn/article/20200403/2353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soGz5uFDax9lGO_qLEFg


新闻内容均来自各信息源，不代表采筑平台观点和立场。

◼ 盘点丨59家家居建材家装上市企业2019年度业绩报告全扫描!

➢ 新闻来源：今日头条 4月4日

➢ 内容摘要：

1. 欧派：公司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加23,577.87万元到39,296.46万元，同比增长15%到25%

2. 索菲亚：2019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76.86亿元，同比增长5.13%；

3. 顶固集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3%；

4. 蒙娜丽莎：实现营业收入38.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57%；营业利润5.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7%；

5. 老板电器：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77.61亿元，同比增长4.52%；

6. 万和电气：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0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29%。实现营业利润7.07亿元，利润总额7.28亿元；

7. 德尔未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营业利润1.2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45%；利润总额1.27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0.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木地板工程销售占比增加及定制衣柜受整个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降低；

8. 友邦吊顶：实现营业总收入7.07亿元，较上年度下降2.52%；营业利润0.91亿元，较上年度下降8.19%；

9. 东方雨虹：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1.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14%，营业利润26.5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89%，利润总额26.21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43.89%，主要是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产品销量同比增长，材料销售业务和施工服务业务规模均有所增长所致；

10.三棵树：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76亿元到4.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人民币1.54亿元到1.98亿元，同比增加69%到

89%；

11.三雄极光：2019年实现营收25.04亿元，同比增长2.95%；

12.西顿：2019年实现营收14.3亿元，增长率25%。

近期市场信息简讯：采筑从各新闻渠道摘取市场行情动态，透过新闻讯息协助贵司洞察分析市场、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及时应对
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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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均来自各信息源，不代表采筑平台观点和立场。

◼ 三项国家新标颁布，2020年空调行业的危与机

➢ 新闻来源：中国家电网 1月20日

➢ 内容摘要：

1.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1月1日正式实施，如市场监管部门例行抽查中出现质量、能效不合格产品，将强行召回。

2.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1月6日正式实施，新能效标准最大的亮点在于统一了"空调新能效标准"，规定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将采用统一的评价

方法，并且只按季节能效定级。

3. 《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1月10日正式实施，明确了空调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洗衣机、热水器、烟灶具为8年，空调安全使用年限从生产日期计起，其余从销

售日期计起。

Tips：空调能效新标准的提高对空调生产企业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增加生产难度和制造成本，行业头部品牌可能会承接被淘汰品牌的市场份额、以及自身企业产品性

能的优化升级；家用电器明确使用年限，消费者对产品使用年限都将有据可依，后期可关注该类产品的维保、更新换代问题

近期市场信息简讯：采筑从各新闻渠道摘取市场行情动态，透过新闻讯息协助贵司洞察分析市场、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及时应对
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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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市场监管局抽查25个批次水泥制品样品不合格4个批次

3月2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水泥制品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信息显示，2019年11月份，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全省

水泥制品产品进行了省级监督抽查。本次省级监督抽查涉及19家企业25个批次样品，抽检水泥制品产品合格率为84%，检出4个批次样品不合格，不合

格产品检出率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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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宝鸡市抽查12个批次防水涂料合格率83.3% 

2月28日，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建筑材料(防水涂料)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本次抽查7家销售企业12个批次的产品，合格10个批次，合

格率83.3%。本次防水涂料产品抽查，涉及聚氨酯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聚合物乳液建筑防水涂料。检验项目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

甲苯+乙苯+二甲苯；苯酚；蒽；萘；游离TDI；游离甲醛；氨；可溶性重金属；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结果显示，商标为“金太阳”的1批次

高分子聚氨酯防水涂料样品和商标为“HYRX”的1批次聚氨酯防水涂料样品被检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项目不合格。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建材等21批次产品不合格

3月5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下半年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结果的公告》。公告称，2019年下半年在雁江、安岳、乐至三个

县（区）抽查建材、电器、鞋帽、儿童学生用品、卫生用品等5类29家经营者98批次产品本次抽查建材7种10户23批次产品，合格12批次，不合格11

批次，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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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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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批次内墙乳胶漆产品不合格

3月6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金华市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1批次内墙乳胶漆产品不合格，不合格项目涉及容器中状态、

对比率、低温稳定性、耐洗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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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华市抽查16批次建筑排水用管材产品不合格5批次

3月6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金华市建筑排水用管材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共计抽查16批次，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不合

格5批次。不合格产品为浙江六通塑胶有限公司的PVC-U排水管，不合格项目为规格尺寸（平均外径）、密度、二氯甲烷浸渍试验、拉伸屈服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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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华市抽查8批次电工套管产品不合格2批次

3月6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金华市电工套管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共抽查8批次，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不合格2批次。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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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阳市抽查混凝土砌块用轻质配砖产品14个批次不合格1批次

3月10日，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混凝土砌块用轻质配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本次抽查涉及南明区、乌当区、白云区、修

文县、清镇市、观山湖区14家企业生产的混凝土砌块用轻质配砖产品14个批次。1家企业的1个批次的产品检验不合格，问题产品检出率为7.1%，问题

企业发现率为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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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阳市抽查透水路面砖产品6批次不合格2批次

3月10日，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透水路面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本次抽查涉及白云区、花溪区、修文县、清镇市、观山

湖区等6家企业生产的透水路面砖产品6批次。2家企业的2批次的产品检验不合格，问题产品检出率为33.3%，问题企业发现率为33.3%。本次抽查透水

路面砖产品依据据GB/T 25993-2010《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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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阳市抽查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12批次不合格1个批次

3月10日，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本次抽查涉及南明区、白云区、花溪区、修

文县、清镇市12家企业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12批次。1家企业的1个批次的产品检验不合格，问题产品检出率为8.3%，问题企业发现率为

8.3%。本次抽查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依据GB/T 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 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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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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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阳市抽查建筑安全玻璃产品29个批次不合格4个批次

3月10日，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建筑安全玻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问题产品检出率为13.8%，问题企业发现率为13.8%。2019

年，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内建筑安全玻璃生产企业产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本次抽查涉及南明区、白云区、花溪区、修文县、清镇市、观山湖

区、经开区等29家企业生产的建筑安全玻璃产品29个批次。其中4家企业的4个批次的产品检验不合格。本次抽查建筑安全玻璃产品依据GB 15763.2-

2005《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标准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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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19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天津市30批次产品不合格

3月11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有关我市部分产品质量抽查情况的通报》。据通报，2019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5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通报，涉及天津市301家企业生产的84类343批次产品，发现30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

率为8.75%。抽查隔离开关产品1批次，抽查结果不合格，即：天津格勒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隔离开关，短路性能能力指标不合格。抽查阀门产品16批

次，其中5批次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31.25%。天津市华利达阀门有限公司、天津市建塘阀门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南区媛萌阀门厂、天津冠成世民机

械配件有限公司、天津市百泽阀门有限公司生产的蝶阀，阀体壁厚测量指标均不合格。抽查聚乙烯（PE）管材产品9批次，其中2批次不合格，不合格

发现率为22.22%。天津京通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灰分指标不合格；天津市亿富玛管业有限公司生产的PE100管材，

壁厚公差、灰分等指标不合格。抽查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产品5批次，其中1批次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20%。天津市荣新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全效合一（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游离甲醛指标不合格。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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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抽查：2批次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产品不合格

3月17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第4批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信息显示，2019年第4

季度，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产品质量省监督抽查。本次共抽查了全省19家企业生产的19批次门、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产品。抽查发现有2家企业的2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合格项目涉及落锤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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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抽查：2批次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不合格

3月17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第4批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信息显示，2019年第4季度，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产品质量省监督抽查。本次共抽查了全省16家企业生产的16批次浸渍胶膜纸饰面

胶合板和细木工板产品。抽查发现有2家企业的2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合格项目主要涉及表面耐香烟灼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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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18批次商品煤产品不合格11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通报2019年商品煤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11家企业的18批次产品，其中生产领域抽查5

批次，流通领域抽查13批次。经检验，生产领域合格产品0批次，不合格产品5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100%；流通领域合格产品7批次，不合格产

品6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4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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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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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15批次纸面石膏板产品不合格1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通报2019年纸面石膏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流通领域12家企业的15批次产品。经检验，

合格产品为14批次，不合格产品1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6.67%。抽查主要以《2019年纸面石膏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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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对角线长度差、面密度、断裂荷载、护面纸与石膏芯材粘结性、吸水率等项目进行检验。抽查主要不合

格项目为断裂荷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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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15批次塑料管材产品不合格5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通报2019年塑料管材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11家企业生产的15批次产品。经检验，合格

产品10批次，不合格产品5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33.33%。抽查不合格产品为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2批次)、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2

批次)、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1批次)。抽查不合格项目为平均外径、壁厚、灰分和氧化诱导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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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26批次安全网产品不合格15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电线电缆等 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据通报，2019年共抽查26

家企业的26批次安全网产品，抽查产品主要为密目式安全网，经检验，合格产品11批次，不合格产品15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57.69%。抽查不合

格项目为为耐冲击性能，耐贯穿性能、阻燃性能、开眼环扣强力及断裂强力×断裂伸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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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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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119批次电线电缆产品不合格4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19年电线电缆等 20种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据通报，2019年共抽查90家

企业的119批次电线电缆产品，经检验，合格产品115批次，不合格产品4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3.36 %。抽查不合格项目为绝缘最薄处厚度、绝

缘老化前抗张强度、绝缘老化后抗张强度和导体电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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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抽查20批次照明光源产品不合格7批次

3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通报2019年流通领域照明光源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流通领域16家企业的20批次产品。

经检验，合格产品13批次，不合格产品7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35%。抽查不合格产品主要为普通照明用50V以上自镇流LED灯（1批次）、固定式

通用灯具（2批次）、嵌入式灯具（2批次）、可移式通用灯具（2批次）。抽查不合格项目为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耐久性和热试验、电源端子骚扰电

压、辐射电磁骚扰、耐热、耐火和耐起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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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市宝坻区大顺特种门业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据天津市宝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2020年3月16日消息，天津市宝坻区大顺特种门业有限公司因生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钢质隔热防火门

行为被行政处罚。于2019年10月29日生产的钢质隔热防火门GFM 1020-dk5A1.50(甲级)-1和2019年10月28日生产的钢质隔热防火门GFM 1220-

dk5A1.00(乙级)-2（子母扇）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产品。

查看详情（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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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省抽查20个批次建筑用玻璃产品不合格3个批次

3月17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2019年建筑用玻璃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涉及20家企业20个批次样品，抽检建筑用玻璃产品合格率为

85%，检出3个批次样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15%。本次建筑用钢化玻璃检验项目:“碎片状态”、“抗冲击性”、“表面应力”、“霰弹袋冲击

性能”四项。建筑用夹层玻璃检验项目: “厚度偏差”、“耐热性”、“耐辐照性”、“落球冲击剥离性能”、“霰弹袋冲击性能”五项。普通夹层玻

璃检验项目：“露点”、“耐紫外线辐照性能”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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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省抽查50批次LED照明产品不合格发现率为8% 

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LED照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了25家企业的50批次样品。经检验，合格样品为46个批次，不合格发现率

为8%。LED照明产品检验项目包括：标志；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防护；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机械强度。依据为《GB 24906-2010普通照明用50V以

上自镇流LED灯 安全要求》。 被检出不合格产品的不合格项目为标志、介电强度和机械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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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省抽查50批次小型潜水电泵、污水污物潜水电泵产品不合格发现率为84% 

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小型潜水电泵、污水污物潜水电泵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共抽查了20家企业的50批次样品。经检验，合格样品为8

个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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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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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省抽检20个批次水泥、粒化高炉矿渣粉产品不合格2个批次

3月26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水泥、粒化高炉矿渣粉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本次省级监督抽查涉及17家企业20个批次产品，

抽检水泥、粒化高炉矿渣粉产品合格率为90%，检出2个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10%。不合格项目涉及烧失量、不溶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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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省抽查28批次电子锁（电子防盗锁）产品不合格4批次

3月27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2019年浙江省电子锁（电子防盗锁）产品监督抽查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浙江省产

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2019年第二季度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全省电子锁（电子防盗锁）产品监督抽查，抽查了杭州、金华、丽水、

温州、宁波等5个地区28家企业的28批次电子锁（电子防盗锁）产品，不合格4批次，批次不合格率为1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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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阳市抽查油漆等8类产品105个批次样品不合格8批次

据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9年第四批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的公告，该局在生产、流通领域抽查车用汽油、车用柴油、烟花爆竹、水龙

头、蓄电池、衣物护理剂、油漆、储热式电热暖手器（俗称暖手宝）等8类产品63家生产经销单位105个批次，合格97批次，不合格8批次，不合格产

品检出率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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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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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采筑学院】上新啦~
college.vvupup.com

◼ 公开课：

德高-瓷砖胶介绍

申得欧-外墙外保温系统在被动房的应用

申得欧-外墙外保温系统相关标准解读

直播-健康住宅（上）

直播-健康住宅（下）

【总包】创建B2B订单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

微信号 : 采筑学院

新浪微博：@采筑学院

本月采筑课堂新上线5门，涉及瓷砖

胶、外墙外保温系统、健康住宅直播

采筑学院新功能：讲师介
绍、课程概述、课程介绍

新推出采筑学院公众号，官微等多种渠道进行课程推送和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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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采筑携手良信电器发起“开启美好生活、共建智慧生态”大型线上工厂考察活动，走进良信电器上海张江科学城智能产业园，一站

式参观良信自动化车间、顶级实验室，并与多位行业大咖交流分享，这场业内创新活动，吸引了超过6.9万人参加。

• 本次云直播运用5G网络、无人机直播等形式，带领大家走进良信框架断路器生产车间、OTS自动化产线、电子车间、智能家居车间，领略良信

的自动化生产能力；参观UL/CNAS/TUV顶级认证实验室，深层次了解良信的研发创新能力。

• 在互动交流中，良信电器董事长任思龙、绿地建材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华、卓越集团设计合约中心总经理裴佗、良信电器智能电工总经理魏佳男、

采筑电商平台市场总监彭凌霄等重磅嘉宾互动交流，带领大家从研发、制造、产品、服务、项目合作等多维度、深层次了解良信电器，共同探

讨智能配电品牌良信电器如何为各行业赋能，帮助客户取得竞争优势。

超级工厂【云】考察——走进良信电器

采筑平台3月动态回顾

云直播现场 云直播主持人带领参观良信车间 直播重磅嘉宾，与大家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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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服务好客户的每个需求，是采筑唯一的目标

谢谢观看

采筑电商平台2020年3月客户服务月报

4000656060

www.p.vvupup.com

ww.vvupup.com

深圳市香蜜湖九号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