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省市 检验机构名称 

1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序号 所在省市 检验机构名称 

1 贵州省 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1 河北省 河北鸿桥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1 河北省 保定市永泉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2 山东省 潍坊华东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苏三洋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1 
安徽省 

安徽兴昌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 安徽舜恒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市 

北京禹神时代防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4 北京禹环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5 北京市大禹王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 北京中联天盛建材有限公司 

7 
甘肃省 

张掖市甘州区红岩防水材料厂 

8 金昌鼎盛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廊坊高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0 唐山市唐禹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1 河北奥特莱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2 廊坊市中海建筑防水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13 廊坊宇翔防水化建有限公司 

14 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双发卷材厂 

15 石家庄世纪建安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6 石家庄市奥赛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7 保定市华建防水材料厂 

18 故城县宏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9 新乐市宏达防水材料厂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20 河北卓邦名达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1 石家庄市新亚防水材料厂 

22 河北蓝海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23 河北金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4 河北荣通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5 定州市嘉润建海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6 

河南省 

河南百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7 河南潢绣建筑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8 新郑市辛店镇信友防水建材厂 

29 新郑市中天防水材料厂 

30 新郑市观音寺镇新奥防水材料厂 

31 南阳三俐工贸有限公司 

32 新郑市辛店镇雨神防水材料厂 

33 河南金固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34 新郑市智强防水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35 新郑市化雨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36 驻马店中原世家防水防腐保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37 
黑龙江省 

大庆市龙凤区腾飞新型防水材料厂 

38 黑龙江省山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39 

湖北省 

石首市常林建筑防水材料厂 

40 荆州市佳银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41 武汉新晨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42 湖北远景防水有限公司 

43 武汉美利信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44 荆州市中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45 荆州市华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46 湖北普厦化工有限公司 

47 石首市金石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48 湖南省 湖南大禹神工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49 

吉林省 

吉林省大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50 吉林市艾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51 吉林市华丰防水材料厂 

52 长春市建设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3 

江苏省 

苏州振丰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4 兴化市春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55 吴江市星球防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56 宜兴市龙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57 江苏天发光电有限公司 

58 徐州防水材料厂 

59 连云港圣泽鹏程建材有限公司 

60 徐州市双龙防腐保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 丹徒区高资赵润建材厂 

62 

辽宁省 

盖州市新发新型防水卷材厂 

63 大连建华防水建材厂 

64 盘锦世缘新型防水材料厂 

65 辽阳市天北防水材料厂 

66 大连奥坷鑫防水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67 盘锦永诚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68 沈阳市炬园建材有限公司 

69 大连市金海防水有限公司 

70 大连市甘井子区京联防水材料厂 

71 
内蒙古 

达拉特旗中宇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72 巴彦淖尔市誉衡防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73 宁夏 银川鑫胜源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74 山东省 德州双环建材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75 潍坊前卫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76 淄博强力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77 山东省潍坊市春美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8 

山西省 

长治市郊区鹏程防水材料厂 

79 大同市南郊区兴发防水材料厂 

80 山西德邻贝尔建材有限公司 

81 

陕西省 

西安市禹宏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82 西安龙新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83 宝鸡宝利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84 榆林市力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85 陕西威利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6 延安晨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7 陕西立天防水有限公司 

88 西安京石防水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89 
陕西京都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总公司） 

陕西京都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长安区分公司（分公司） 

90 

上海市 

上海秋群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91 上海龙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2 上海豫宏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93 四川省 四川乐山汇达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94 
天津市 

天津市港马防水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95 天津市银湖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96 
新疆 

乌鲁木齐市华雨兴业建材厂 

97 阿克苏恒誉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98 

浙江省 

温州市长城防水材料厂 

99 武义县星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00 德清县利华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01 富阳防水材料厂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102 杭州余杭区径山镇绿景防水材料厂 

103 武义祥新防水材料厂 

104 宁波市成隆装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省市 企业名称 

1 广东省 广州雷诺丽特塑料有限公司 

2 吉林省 吉林省金施王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苏成松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4 常州市龙正塑业有限公司 

5 江苏锦宏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6 南亚塑胶工业（南通）有限公司 

7 常州市康弘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8 江阴润大防水工业有限公司 

9 宜兴市太湖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0 南京聚博橡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 

辽宁省 

沈阳蓝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 大连傅禹化工有限公司 

13 沈阳德润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4 锦州市华冠新型防水材料厂 

15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市春美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 济南风光塑胶有限公司 

17 陕西省 
西安三联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分公司：西安三联路桥工程材料厂 

18 
天津市 

天津天材塑料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9 天津市耀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浙江省 东阳市通达塑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