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海南省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

发布时间：2021-3-16

2020 年 12 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油漆涂料

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查。本次抽查了 89 家生产企业 125 批次

产品，经检验,不合格产品 17 批次，不合格率为 13.6%。不

合格项目：固体含量、低温柔性、耐洗刷性、对比率。

(一) 监督抽查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为：《2020 年海南省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XZ09-2020)。JC/T864-2008 聚合物乳液建筑

防水涂料；JC 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9755-2014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GB 24408-2009 建筑用

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9756-2018 合成树脂乳液内

墙涂料；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

物质限量。

检验项目为：固体含量、低温柔性、耐洗刷性、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VOC）。

（二）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危害

1. 固体含量：固体含量就是成膜物含量，高了涂料漆

膜容易变脆，太低漆膜不容易干，成不了膜，对施工造成困

难。

2. 低温柔性：低温柔性反映防水涂料在低温下保持的

柔韧性，该指标不合格，防水涂料成膜后耐温性能差，容易

产生裂纹，失去防水效果。

3. 耐洗刷性：内墙涂料不耐擦洗，遮盖效果差，缺乏



应有的保护、装饰功能，就会使产品的使用寿命缩短。

4. 对比率：涂料的对比率是衡量白色及浅色涂料遮盖

能力的重要指标，遮盖能力越好涂刷的面积相对大。对比率

低的产品，起不到消除底材颜色的作用。

（三）监督抽查结果如下：

2020 年海南省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所检项目

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承检机构：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标

称）
受检单位/所在地

1

R300 润涂

多功能防水

涂料 白色

科顺 净含量：18kg 2020-10-16

海口美兰邦达建材部@海口

市美兰区和平南南苑楼

101 号

2
环保耐水腻

子王
鸿韵达 20±0.5kg/包 /

海南启博安居装饰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南街道和平南路 8-3 号

永安商厦(吉祥苑)1 层 113

房

3
优逸外墙漆

白色
ICIPRO 净含量 15L 2020-08-24

海南金世家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海口市白龙北路

6号上游大厦2-107号铺面

4 内墙腻子粉 金世家 重量：20 公斤 2020-11-09

海南金世家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海口市白龙北路

6号上游大厦2-107号铺面

5
内墙环保腻

子
漫达 MD-104 /

海口美兰永盛油漆商行@海

南省海口市文明东路 224

号-226 号美都建材城临街

东侧 14 号铺面

6
环氧地坪封

闭底漆
鱼峰 净含量：16kg 2020-04-28

海口沃德宝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盛

达建材商城陶瓷区9栋915

7 高光防腐木 美林涂 净含量：18L 2020-09-29 海口龙华鑫创裕建材经营



油 部@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

延伸段海南金盛达建材商

城内 T9-01-1011 号

8
全天候外墙

漆
JD-8000 2020-05-30

海口琼山欣荣达建筑材料

商行@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

路 2-18 号福祥家园 1栋

7-8 号铺面

9
耐水防霉腻

子王
鑫辉万达 重量：15±0.5kg /

海口鑫金晖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丘海大道海南金盛达建材

商城陶瓷区 10 栋 1011

10
SBS 液体卷

材防水涂料
晟凯 18kg 2020-10-10

海南华海久泰建材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

盛达建材城陶瓷区 8栋

829.830

11
PU 净味实

木透明底漆
华轩

型号：HD3906（10）

（X）净含量：20kg
2020-11-16

海口漆兄弟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

大道延伸段 2公里处金盛

达商城油漆区 T1132、

T1133

12

HX-511 丙

烯酸高弹性

防水涂料

和鑫防水 5kg/桶 2020-08-27

海口龙华南天防水材料商

行@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

170 之 4 号铺面

13

BH-400 高

弹丙烯酸防

水涂料

宝红 重量：10kg 2020-11-28

海口龙华南天防水材料商

行@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

170 之 4 号铺面

14
华堂耐水腻

子内墙专用
华堂 / 2020-09-21

海口家欣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

西路东基建材批发市场 C

栋 05 号

15

洁丽耐污晴

雨耐候工程

外墙漆

烘旺漆 净含量：18L 2019-11-19

海口家欣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

西路东基建材批发市场 C

栋 05 号

16
金冠鼎汽车

漆
/

5L×1 罐 2.5L×1

罐 1L×1 罐

GD-400

2019-12-30MO087610

海口新海雄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海秀中路 109 号 8 号铺面

17 皇冠汽车漆 /

5L×1 罐 2.5L×1

罐 1L×1 罐

EX-2800

2019-12-29MO087520

海口新海雄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海秀中路 109 号 8 号铺面

18
抗菌防霉内

墙水漆
花王水漆 HWA-8921 20kg 2020-07-08

海口美兰新辉家居装饰材

料商行@海口市白龙路 59

号富庄小区附楼一楼 01 号

铺面



19
易涂宝内墙

腻子粉
图案商标 15kg /

海口美兰柳川建材涂料店@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北路

36-10 号铺面

20
外墙耐水腻

子粉
佳丽雅 15kg /

海南旭浩扬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龙

北路 53 号 3 号铺面

21
劲耐克汽车

漆
4L K-X01（H） 2020-10-12

海口美兰荣盛油漆中心@海

口市美兰区朝霞路芙蓉小

区 10 幢 1 号

22

XT-2103 超

耐候高级外

墙漆

祥庭 20kg 2020-03-25

海口龙华美欣油漆涂料经

营部@海口市城西路仁里村

169 号

23
明治快施宝

外墙漆
明治 22kg 2020-11-11

海口允升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

西路 9号之 5-6 号铺面

24

绿色环保腻

子粉（外墙

专用）

好师傅 20±0.5kg /

海南嘉宜建材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北路

55 号财运大厦第 3号铺面

25
反射降温隔

热漆
皇涂 20kg 2020-05-12

海口茂宏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市和平北路 55 号

财运大厦一楼 07 号铺面

26
保易家晴雨

外墙墙面漆
保易家 15L 2020-06-09

海口茂宏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市和平北路 55 号

财运大厦一楼 07 号铺面

27

大师新一代

莹美内墙乳

胶漆

大师 18L 2020-10-22

海口新每家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北

路 51 号海口市服装总厂内

一楼车间

28

家十倍涂净

味三合一墙

面漆

数码彩 21.5kg 2019-04-10

海口新每家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北

路 51 号海口市服装总厂内

一楼车间

29
清味超白防

霉墙面漆
千色花 20kg 2020-09-28

海口美兰盛达兴五金商行@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博爱

街道和平北路 20-1 号

30

长颈鹿牌木

涂美清味环

保型硝基木

器漆，易打

磨清底漆

长颈鹿漆 FGNMC-116 2020-10-10

海口美兰昌荣装饰材料中

心@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北路

和平北花苑 34-2 号铺面

31
翠绿丙烯酸

地坪漆
海冠 重量：15KG 2020-10-20

海口龙华鸿鑫邦建筑材料

商行@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金盛达建材城陶瓷区 1015

号



32
硝基透明底

漆
大孚漆 净含量 2.8 公斤 2020-04-20

海口龙华兴顺林化工产品

经销部@海口市龙华区海秀

路84号唐诚综合楼第A5-1

号铺面

33
硝基透明底

漆
福钻漆 重量：12KG 2020-10-19

海口龙华兴顺林化工产品

经销部@海口市龙华区海秀

路84号唐诚综合楼第A5-1

号铺面

34 外墙腻子粉 劳匠 重量：12.5±0.5kg 202011101

琼海嘉积珉安居涂料服务

中心@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

谭家国铺

35
净味 V8 通

用底漆
珉安居 净含量 18 升 2020080608

琼海嘉积珉安居涂料服务

中心@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

谭家国铺

36 迪珀木器漆 迪珀
体积：41.8×16.7

×20.8 DP-1712
20200729/1A

琼海嘉积银山化工店@琼海

市嘉积镇善集路 1号

37 焕丽墙面漆 涂可诺 净含量：7.2kg 2020-10-22
琼海嘉积银山化工店@琼海

市嘉积镇善集路 1号

38
全天候晴雨

外墙漆
高匠 重量：21 公斤 2020-04-01

琼海嘉积宸希建材经营部@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善集

路 117 号一楼

39
标牌荷叶抗

污外墙漆
标牌

BPR-920 净重/毛

重：6.5kg/7KG
2020-04-07

琼海嘉积华南装饰材料商

行@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善

集路 119 号

40
高级晴雨外

墙面漆
雅乐斯漆 净含量：5kg 2019-09-27

琼海嘉积伟业装饰材料店@

琼海市嘉积镇兴海中路 20

号

41
多功能防水

胶
东海 重量：20kg 2020

琼海新纪元房屋修缮工程

有限公司@海南省琼海市嘉

积镇先锋商业城崔开妹宅

二楼(东煌宾馆后二进)

42 沐雅静清底 晨陽水漆 净含量：2.1kg 2019-07-19

琼海嘉积鼎兴涂料店@海南

省琼海市嘉积镇先锋商业

城 A栋 47 号(黄飞铺)

43
外墙封闭抗

碱底漆
思亚图 净重：20kg 2020-09-29

琼海嘉积中鹏君油漆防水

材料经销部@嘉积镇人民路

与豪华路交叉口处海发大

厦东侧(环狮城幼儿园前面

朱国儒铺左第一 1间)

44

环保钢化石

漆王（外墙

专用）

景发 18kg±0.5kg /

儋州那大舜鑫建材店@海南

省儋州市那大镇琼西建材

市场 M栋 18 号铺面



45
外墙柔性耐

水腻子粉
20±0.5kg /

儋州那大海广五金装饰商

行@儋州市那大镇美扶建材

市场 N栋 13 号商铺

46
竹炭净味哑

光内墙面漆
大漆坊 T-20000HN 2018-04-12

儋州那大荣信装饰店@儋州

市那大琼西建材市场 M栋

11 号

47
华鸾超耐候

外墙漆
华鸾 6KG 2020-11-09

儋州那大恒兴美装饰部@儋

州市那大琼西建材市场 M

栋 9 号

48
外墙专用腻

子粉
美佳宝 16±1kg /

儋州那大宏美装饰商行@儋

州市那大美扶建材市场路

M栋 08 号

49 环保腻子粉 / / /

海南嘉秀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海南省儋州市那大文化

路广福顺商住小区 A15 号

50
钢化二合一

耐水腻子王
/ 14kg±0.5kg /

儋州那大腾海涂料店@儋州

市那大镇文化北路东侧广

福顺小区 A14 号

51
海港环保外

墙漆
宝登 LB-8100 20kg 2020-11-15

儋州那大好佰年装饰材料

店@儋州市那大文化北路庄

园店铺 7号

52
美易涂专业

外墙涂料
/ M2000 20kg A41912240164

儋州那大利美装饰店@儋州

市那大美扶建材市场 N栋

05 号

53
超耐候外墙

漆
艾森诺 W025 20kg 2020-03-15

儋州那大群信油漆商店@海

南儋州那大人民中路 70 号

第四、五间

54
丙烯酸地坪

涂料-翠绿
金雅涂 B80-12 15 公斤 2020-06-10

儋州那大群信油漆商店@海

南儋州那大人民中路 70 号

第四、五间

55 水泥地面漆 樵山牌 3kg 2020-03-23

文昌文城家家好装饰材料

商行@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文建路 49-30

56

金装永得丽

植物油半光

木器清漆套

装

立邦 4kg+2kg+3kg 20201023

文昌文城家家好装饰材料

商行@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文建路 49-30

57

TS-6 丙烯

酸酯高弹性

防水涂料

台实 5kg 2020-09-03

文昌文城家家好装饰材料

商行@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文建路 49-30

58
亮光木器清

面漆（PU）
大孚漆 净含量：3公斤 2020-11-16

文昌文城志成夹板总汇@海

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

37 号一楼(1)号铺

59 外墙环保腻 / 15±0.5kg / 儋州那大旺达五金化工店@



子粉 儋州市那大人民中路 242

号第五建筑公司 2号

60 外墙腻子粉 / 15kg±0.5 /

儋州那大天峰装饰材料商

行@儋州市那大银河住宅小

区 A2 号(伏波路与文化北

路交界处)

61
抗裂弹性内

墙腻子粉
/ 16±0.5kg /

儋州那大红益建材店@海南

省儋州市那大兰洋南路武

后村路段叶东青房屋 3-4

62

阿尔卑斯雪

颜净白内墙

水漆

莱茵 DE-102 20kg 2020-11-20

三亚莱茵漆涂料店@海南省

三亚市天涯区东宏公司综

合楼 C栋 603 房

63
耐水环保腻

子粉
七仙嶺 14±0.5kg /

三亚彩虹化工经销部@海南

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

330 号(三亚日杂公司综合

楼铺面)

64
耐水环保腻

子粉
珉康居 14±0.5KG /

三亚蜂巢装饰材料商行@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抱坡路

津海建材市场三区一排 85

号铺面

65 耐水腻子粉 / 14kg±0.5kg /

三亚吉阳彩怡涂料店@海南

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抱

坡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三

区二排 53、55 号商铺

66
外墙耐水腻

子粉
广康 / /

海南邦辉化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海南省三亚市荔枝

沟师部农场技工学校路津

海建材城

67

金装玫瑰高

效环保白底

漆

花王漆 H-611D 5kg/套 2020-06-20

三亚吉阳老饶涂料商行@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

抱坡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

三区二排 33 号铺面

68
高固含环氧

地坪-清漆
杜旗 B80-12 14kg 2020-06-09

三亚吉阳老饶涂料商行@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

抱坡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

三区二排 33 号铺面

69

惠涂丽 V爽

滑 PU 木器

清面漆（半

哑）

紫荆花漆 S88-99SG-5KG 2020-05-07

三亚吉阳豪新隆涂料商行@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抱坡

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三区

二排 57 号商铺

70

聚合物乳液

建筑防水涂

料

金帅 20kg 2020-09-28

海口龙华琪航建材销售商

行@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

西镇金盛达建材商城陶瓷

区 8幢 807



71 亮光清 百康 净含量：3.7kg 2020-10-27

海口琼山鑫佰康装饰材料

商行@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西

路 6号铺面

72
新华仁丙烯

酸地坪漆
图案商标 3公斤 2020-09-05

海口琼山鑫佰康装饰材料

商行@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西

路 6号铺面

73
精品内墙腻

子粉
康小白 重量 15±0.5kg /

澄迈金江宝亮防水涂料店@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城

西路 98-1

74
华鸾超耐候

外墙漆
华鸾 重量：6KG 2020-08-20

海口琼山鸿运旺装饰建材

商行@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新大州大道 192 号

75
抗碱封固专

业环保底漆
宏博士 重量：18L 2020-11-18

定安定城小威防水涂料店@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

大道 331 号

76
楼得固抗碱

内墙底漆
楼得固 净含量：18L 2020-10-20

定安定城利聚建材店@海南

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春阳加油站斜对面 88 号

77

澳贝贝丽

（超白）内

墙水漆

澳贝漆 净含量：20kg 2020-05-19

定安定城利聚建材店@海南

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春阳加油站斜对面 88 号

78
金装无添加

净味墙面漆
瓦科 净含量：20KG 2020-11-26

定安定城利聚建材店@海南

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春阳加油站斜对面 88 号

79

环保耐水腻

子王（内墙

专用）

美宙 15±0.5kg /

海口徽阁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新洲大道 473 号/卿华

13876051326

80
生态节能外

墙乳胶漆
瓦莱塔 VL3100 20kg 2020-06-29

海口徽阁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新洲大道 473 号

81

耐水环保腻

子粉（外墙

专用）

高斯傅 20±0.5KG /

海南高斯傅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

镇丘海大道金盛达建材商

城陶瓷区 5栋 519 铺面

82 内墙腻子粉 / / /

海南万庭建材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

城西路 79 号

83 外墙漆 60# 响仔漆 6KG 2020-03-08

澄迈金江应斌多乐士专卖

店@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前

进巷 6号

84 外墙面漆 和天漆 HY-8000 20KG 2020-12-07
三亚兴浩化工商行@海南省

三亚市河东路 33 号

85 3D 原生态 庄典 净含量：20kg 2019-10-10 定安定城鑫鸿光涂料店@海



健康墙面漆 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北

路 5号

86

纳米墙面宝

（外墙专

用）

荷花
净含量：（20±0.2）

千克
/

定安定城鑫鸿光涂料店@海

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北

路 5号

87
康惠居净味

超白水漆
康派 净含量：22kg 2020-03-02

海南鸿冠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

海大道丁村 12 号

88 特供外墙漆 康派 净含量：20kg 2020-05-26

海南鸿冠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

海大道丁村 12 号

89

摩客“全天

候晴雨全

效”外墙漆

摩客 净重：20kg 2020-11-29

海口龙华椰鑫海建材五金

商行@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

丁村 35 号

90
环保耐水腻

子粉内墙
康莱德 / /

屯昌屯城名诚涂料店@海南

省屯昌家居建材市场 M10

栋 M10168、M10178 号铺位

91
万家美抗碱

封闭底漆
嘉纳 净含量：20KG 2020-09-05

屯昌屯城华润漆专卖店@海

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中部家

居建材市场M10栋M10108、

M10118 号

92
高匠晴雨外

墙乳胶漆
高匠 重量：21 公斤 2020-10-18

屯昌屯城美嘉吊顶店@海南

省屯昌县屯城镇建材城

M10 栋 M10088 号

93
涂刷王环保

墙面漆
德工 净含量：28 千克 2020-10-08

屯昌屯城德工漆涂料店@海

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中部家

居建材城市场 M4308 号

94

一双鸽外墙

腻子粉（外

墙专用）

七仙嶺 14±0.5kg /

三亚吉阳杰里沙漠绿洲漆

商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荔枝沟路农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 C栋 C4-1 号铺面

95
360 净味全

效内墙漆
沙漠绿洲漆 6kg 2019-12-08

三亚吉阳杰里沙漠绿洲漆

商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荔枝沟路农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 C栋 C4-1 号铺面

96

亚士美白

1000 内墙

乳胶漆

亚士漆 20kg 2020-08-12

三亚吉阳博善恩装饰材料

商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荔枝沟路三亚荔枝沟农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二期 G栋

G10 房

97
竹炭清新环

保墙面漆
巴德士 BD-5800 20kg 2020-04-27

三亚荔枝沟鑫进装饰材料

商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抱坡路型材市场三区一排

74-75 号商铺



98

都芳超洁净

味环保内墙

漆

7.01kG 2019-09-07

三亚吉阳莱凤顺建材商行@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

沟抱坡路津海建材市场型

材三区一排 20、21 号一、

二层

99
内墙环保耐

水腻子粉
/ 15±1kg /

三亚吉阳莱凤顺建材商行@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

沟抱坡路津海建材市场型

材三区一排 20、21 号一、

二层

100

卓越水性净

味居丽安内

墙乳胶漆

水性科天 5L 2020-07-03

海南航业商贸有限公司@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

480 号东升快捷商务酒店

一楼 3号铺面

101

海西 117 内

墙乳胶漆

（YN130 白

色）

雅士利 20.0kg 2020-01-09

三亚景浩涂料店@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河东路 480 号

东升快捷商务酒店一楼 9

号铺面

102

CH-T31 高

级经典外墙

工程漆

长泓欧美欧 20kg 2020-05-22

三亚景浩涂料店@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河东路 480 号

东升快捷商务酒店一楼 9

号铺面

103
科奥特靓白

内墙乳胶漆
德爱威 24KG KT-242-24 200229HT01

三亚景浩涂料店@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河东路 480 号

东升快捷商务酒店一楼 9

号铺面

104
竹炭清新除

醛墙面漆
ZPL-899 20kg 2020-04-22

海南伟源宏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抱坡

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三区

二排 68、70 号商铺

105

墙倍丽珍珠

白内墙乳胶

漆

雨虹 QBL-ZZB-20 20KG 2020-10-15

海南伟源宏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抱坡

路津海建材市场型材三区

二排 68、70 号商铺

106
外墙耐水腻

子粉
固康 / /

三亚吉阳莲椰防水材料商

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

枝沟抱坡路津海建材三区

二排 50 号铺面

107
来威夏蒙尼

无添加底漆
Levis 5L L8202-68200 2020-05-25

三亚吉阳莲椰防水材料商

行@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

枝沟抱坡路津海建材三区

二排 50 号铺面

108
纳米外墙水

漆
法兰申 SJTWO.70-0.5 18L 2020-12-01

三亚彩虹化工经销部@海南

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



330 号(三亚日杂公司综合

楼铺面)

2020 年海南省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标称）
受检单位/所在地 不合格项目

1 透明防水胶 鼎邦 包装规格5kg /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

大道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

商城瓷砖 T区

T3-01-07/08/22/23 号

固体含量、

低温柔性

2 环保外墙漆
绿茶

树

LB-8100

20kg
2020-11-15

儋州市那大琼西建材市场 M

栋 9 号
耐洗刷性

3
高级外墙水

泥漆
南威 6kg 2020-05-12

儋州市那大美扶建材市场

路 M栋 08 号
耐洗刷性

4
耐涂保豪华

外墙漆

铂英

特

20KG

BYT311M
2020-06-20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抱坡

路津海建材市场三区一排

85 号铺面

耐洗刷性

5
耐擦洗超白

内墙水漆
赞涂 重量：24KG 2020-05-22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

大道金盛达建材城 T区 04

栋 t412-t416

耐洗刷性

6
晴雨耐候外

墙乳胶漆

启点

漆
净含量：20KG 2020-07-20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城

西路 98-1
耐洗刷性

7
净味全效内

墙漆

思柏

美
DC913型 15L 2020-09-23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城

西路 172 号
耐洗刷性

8
净味防霉内

墙水漆

磊鑫

水漆
20kg 2020-09-01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明

路 70 号
耐洗刷性

9

立涂白爽滑

防霉优质内

墙乳胶漆

鹰巢

漆
重量：18L 20200420660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明

路 70 号
耐洗刷性

10
净味无添加

内墙乳胶漆

卡克

涂料
20kg 191008100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前进

巷 6号
耐洗刷性

11
高级内墙工

程漆
蓝标

LBQ-2102

20kg
2020-04-25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城

西路 384 号
耐洗刷性

12
超亚光环保

墙面漆
乔亚

QY-0030

25kg
2020-11-16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环西

路 390 号
耐洗刷性

13
金装耐侯外

墙漆

涂冠

漆

WD-6600

20KG
2020-11-12 海南省三亚市河东路 33 号 耐洗刷性



14
嘉纳 7000 内

墙漆
嘉纳 20KG 2020-08-12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中部

家居建材市场 M10 栋

M10108、M10118 号

耐洗刷性

15
大师傅内墙

乳胶漆

昊琪

大师

傅

重量 20 公斤 2020-10-16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建材

城 M10 栋 M10088 号
耐洗刷性

16
高品质内墙

乳胶漆

家利

园
净含量：20kg 2020-05-03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中部

家居建材城市场 M4308 号

对比率；

耐洗刷性

17
杰邦水漆净

味全效
杰邦 净含量：20kg 2019-09-01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中部

建材城 M10 栋 M10188、

M10358 号

耐洗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