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材质标准：

1.食品级标准：GB/T29601-2013及GB4806.9-2016或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规要求等相关行业标准（不锈钢）

2.不锈钢304：奥氏体型不锈钢304

序号 品名 单位 规格 材质 参考 参考或同品质品牌
数量 食品级

          棉、纺织品

1 白毛巾 条 700mm*330mm  80g 纯棉 1360 津津 洁丽雅 欧林雅 /

2 毛巾 条  70cm*33cm*150g 纯棉 700 洁丽雅 金吉羽 竹诗 /

3 一次性毛巾 条 27cm*25cm 棉质 200 锦棉 洁丽雅 锦似 /

4 纯棉加厚方巾 张 30cm*30cm，45g 棉质 240 津津 洁丽雅 金号 /

5 白袖套 双 40cm*17cm 纯棉 460 密老头 虎帛 晶意 /

6 百洁布(带海绵) 包
150mm*100mm  20片/
包 纤维 324 思高 南极人 美丽雅 /

7 百洁布（不带海
绵）

包 150mm*100mm  ，20片
/包

纤维 260 思高 南极人 美丽雅 /

8 拖布 套 30cm 棉质 20 拖拖 千玺 申梵 /

9 拖布 套 40cm 棉质 240 拖拖 千玺 申梵 /

10 拖布 套 60cm 棉质 100 拖拖 千玺 申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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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拖布 套 90cm 棉质 240 好巴适 宝莱华 安环 /

12 白围裙 根 1.1m*80cm 纯棉 120 密老头 虎帛 晶意 /

13 线手套 双 白色加厚型 棉质 830 鑫佰华 绿清心 万和威 /

14 厨师帽 包 20个/包.30cm*25cm/个
白色

无纺布 655 厨王无纺布
厨师帽

竹邦商 简森活 /

15 创可贴 盒 96片/盒 化纤 108 云南白药 邦迪 强生 /

16 浴巾 条 1.2m*1m 棉质（白
色）

20 南极人 绿竹坊 友诚 /

17 纱布 米 90cm*100cm 纯棉 950 稳健 富羽莱 喜艺坊 /

18 桌布 张 70cm*33cm/张 混纺 50 鹏扬 温馨雅 安枫 /

19 口布 张 50*50cm*55g 混纺 200 /

           纸制、竹制、木质、锡箔制品

20 擦手纸 件 20包/件.240抽/包 纸质（单
层）

48 清风 维达 心相印 /

21 大卷纸 件 12卷/件  220g以上 纸质（有
芯）

38 清风 心相印 维达 /

22 盒抽纸 提 3包/提（2层200抽） 纸质 15 清风 维达 心相印 /

23 一次性纸碗 件 450个/件,直径12cm 纸质 1412 定制 美丽雅 纸管家 食品级

24 纸杯 包 50个/包 纸质 65 适运 得力 岸宝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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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抽纸盒 个 25.2cm*12.5cm 塑料 50 皇冠 华美仕 卡维瑞 /

26 标签贴纸 包 20.5cm*12cm*100张 纸质 116 快力文 晨光 科力普 /

27 马芬杯 条 小号，1000个/条，底径
2.5cm

纸制品 10000 可外乐 荣运来 购客达 食品级

28 马芬杯 条
中号，500个/条，底径
3.5cm 纸制品 5000 可外乐 荣运来 购客达 食品级

29 马芬杯 条
大号，500个/条，底径
4.5cm 纸制品 3000 可外乐 荣运来 购客达 食品级

30 花纸 包 20*20cm，150张/包 纸质 30 固泰 美嘉 尚巧 食品级

31 花纸 包 150张/包，直径32cm 纸质 40 固泰 美嘉 尚巧 食品级

32 花纸 包 长40cm*宽30cm，150张/
包

纸质 20 固泰 美嘉 尚巧 食品级

33 一次性筷子 件 50包/件.30双/包 竹制品 444 丰竹（正
品）

美丽雅 纸管家 食品级

34 一次性饭盒 件 600个/件,直径12cm*高
8cm

纸质 1670 富强 美丽雅 纸管家 食品级

35 吸油纸 包
长方形，36*24cm*500张/
包

点心垫油
纸，隔水隔

油
30 尚巧 千雨 优百特 食品级

36 吸油纸 包
长方形，60*40cm*500张/
包

点心垫油
纸，隔水隔

油
30 尚巧 千雨 优百特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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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吸油纸 包
长方形，97*72cm*500张/
包

点心垫油
纸，隔水隔

油
20 尚巧 千雨 优百特 食品级

38 硅油纸 卷 长150m（50*3）宽30cm 防粘防油 10 展艺 佳士 尚巧 食品级

39 锡箔纸 卷 宽度45cm*60m，20微米
厚

锡箔 10 妙玛 尚巧 拷乐士 食品级

40 牙签 包 1000根/板*6板/包 竹制品 920 福建 悠兔 尚品格 /

41 竹牙签 包 1000根/板，两根独立包装 竹质 85 /

42 筲箕 个 长60cm 竹质品 20 /

43 筲箕 个 长65cm 竹制品 30 /

44 筲箕 个 长72cm 竹制品 30 /

45 洗锅刷 个 竹刷总长32cm，竹条宽
1cm

竹制品 20 蒸艺 帛家 蝶心 /

46 竹编蒸笼 个 直径9寸 竹质品 20 竹木轩 御名 兴喜 /

47 咖啡棒 包 1包*500根，长14cm 木质 50 莱珍斯 商吉 啡忆 食品级

48 木滚锤 个 轴49cm，锤面29cm*9cm 木质 10 /

49 小凳子 个 坐高25cm，面积
21cm*27cm

木质 15 /

50 面房面粉刷 个 40CM 木质软毛 8 烈火眉 鼎尚 驰甬 /

51 铁木菜墩 个 50cm 木质 12 佳佳莱 恩田 苏泊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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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木饭勺 把 7cm 木质 10 好运厨 冠准 达乐丰 食品级

53 锅铲把 根 长110cm，直径3cm 木 质 28 巴九灵 百惠 厨公 /

            陶瓷、玻璃制品

54 陶瓷碗 个 6寸白色瓷 陶瓷 30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55 陶瓷碗 个 7寸白色瓷 陶瓷 72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56 陶瓷碗 个 直径12cm 陶瓷 100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57 土蒸菜碗 个 碗直径17-19cm 粗陶，大号
浅底

600 樊婆婆 居尔 尚品 食品级

58 咖啡杯 个 高8.5cm*直径8cm 陶瓷 80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59 小汤勺 把 直径3cm*长15cm 陶瓷 1000 食品级

60 陶瓷餐盘 个 10.5寸 陶瓷 60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61 陶瓷餐盘 个 8寸 陶瓷 500 金强艺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62 鱼盘 个 30cm 陶瓷 120 食品级

63 凉菜盘 个 30cm*30cm 陶瓷 30 食品级

64 玻璃密封罐 个 800ML 玻璃 10 兰仕黛 华行 资顺 食品级

65 玻璃密封罐 个 500ml 玻璃 20 兰仕黛 华行 资顺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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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带盖陶瓷蒸盅 套 10cm 陶瓷 120 好运厨 微臣 唯乐事 食品级

67 玻璃扎壶 个 1.1L 玻璃 10 食品级

68 带盖玻璃瓶 个 180ml 玻璃制品 500 /

69 带盖玻璃瓶 个 280ml 玻璃制品 300 /

           化工、塑料、橡胶制品

70 仿瓷碗(大面碗） 个 直径19cm
塑料（印微

定做） 50 五和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71
仿瓷碗（小面
碗） 个 直径17cm

塑料（印微
定做） 100 五和 凯柏雅 瓷秀源 食品级

72 波纹碗 个 直径14cm
304不锈钢

双层 500 正美 奥氏体 卓尔 食品级

73 波纹碗 个 直径16cm高12cm 塑料 500 五和 达沃 沃德 食品级

74 317碗 个 直径17cm*高7cm 塑料 400 五和 达沃 沃德 食品级

75 835饭碗 个 12.5cm*7cm 塑料 500 五和 达沃 沃德 食品级

76 中深圆碟 个 直径20cm 塑料 400 五和 达沃 沃德 食品级

77 洗碗剂（洗碗机
专用）

桶 20L/桶 化工 194 佳洁 奥洁惠 金芳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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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催干剂（洗碗机
专用）

桶 20L/桶 化工 224 佳洁 奥洁惠 金芳华 /

79 茶渍去除剂（洗
碗机专用）

桶 22L/桶 化工 165 佳洁 奥洁惠 金芳华 /

80 塑料菜筐 个 70cm*50cm 塑料 10 恒丰
简道五
金 兴发 /

81 细孔菜筐（大） 个 56cm*42cm*21cm 塑料 175 恒丰 佳中 凯诗 /

82 细孔菜筐（中） 个 49cm*36.5cm*18cm 塑料 135 恒丰 佳中 凯诗 /

83 细孔菜筐（小） 个 43cm*31cm*15.5cm 塑料 95 恒丰 佳中 凯诗 /

84 收碗筐 个 55cm*40cm*20cm 塑料   无孔 40 /

85 加厚菜筐（大） 个 60cm*42cm*30cm 塑料 40 恒丰 佳中 凯诗 /

86 加厚菜筐（中） 个 53.5cm*38.5cm*26.5cm 塑料 25 恒丰 佳中 凯诗 /

87 塑料小汤勺 把 直径3cm*长15cm 塑料材质 100 食品级

88 留样袋 包 100个/包，17cm*12cm 塑料 750 网世 思俊 索兰图 食品级

89 食品袋 把 90根/把/24cm 塑料 3700 广大 润欣 美嘉 食品级

90 食品袋 把 90根/把/15cm 塑料 4200 广大 润欣 美嘉 食品级

91 食品袋 把 90根/把/20cm 塑料 7500 广大 润欣 美嘉 食品级

92 食品袋 把 45根/把/30cm 塑料 1900 广大 润欣 美嘉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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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小垃圾袋 把 50cm*30cm/50根 塑料 800 强存 虎帛 晶意 /

94 手套 双 40cm 橡胶 1890 佰洁邦 奥龙
半岛良
品 /

95 保鲜膜 卷 长600m，宽45cm PE 180 钻石 南亚 妙洁 食品级

96 大号保鲜盒 个 43cm*27cm 塑料 120 恒丰102 优品 佳运 食品级

97 中号保鲜盒 个 40cm*25cm 塑料 80 恒丰102 优品 佳运 食品级

98 小号保鲜盒 个 35cm*23cm 塑料 50 恒丰102 优品 佳运 食品级

99 一次性手套 包 16.8cm*13.5cm*8cm，
100根/包

塑料 3300 守信 洁成 小净士 食品级

100 短胶手套加厚 双 30cm 橡胶 170 佰洁帮 南洋 妙洁 /

101 泡沫推 把 26cm 塑料 20 佰洁帮 南洋 妙洁 /

102 肥皂 个 220克 化工 320 雕牌 汰渍 奥妙 /

103 片碱 袋 25kg/袋 国标99 化工 69 君正 为子悦 爱尔奇 /

104 油污净 件 24瓶/件,500g/瓶 化工 24 威猛 红玫瑰 老管家 /

105 洗洁精 件 4桶/件.5kg/桶 化工 1130 红玫瑰 宝洁官 壹选 /

106 洗手液 瓶 500g 化工 240 超宝 舒肤佳 威露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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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洗衣粉 袋 4kg 化工 22 奥妙 立白 汰渍 /

108 洁厕剂 桶 4L/桶 化工 60 超宝 威王 威猛 /

109 洗手液（消毒） 瓶 1件*12瓶(500ml/瓶） 化工 892 洁芙柔 滴露 威露士 /

110 一次性塑料餐盒
（带盖）

件 300套
/件,23cm*19cm*6cm

塑料 40 定制 美丽雅 纸管家 食品级

111 一次性塑料碗 件 450个/件,直径12cm 塑料 20 定制 美丽雅 纸管家 食品级

112 一次性台布 件 300张/件，140cm*140cm 塑料 20 兴福达 大贺 洁成 /

113 一次性台布 件 300张/件，220*220cm 塑料（白
色）

30 鸿昌 熊猫 悦巢 /

114 一次性透明塑料
碗（带盖）

套 300克容量 塑料 18 亚龙 益安 云立 食品级

115 留样盒 个 28cm*14cm*10cm 塑料 15 好运厨 博惠 依米竹 /

116 牙签盒 个 高8*直径4cm 塑料 30 艺品佳 庆联 步雨 /

117 菜盘 个 7寸白色瓷 塑料 300 川岛屋 澳德利 景德镇 /

118 托盘 个 35cm*27cm 塑料 220 五和 达沃 沃德

119 磨刀石（油石） 个 20cm 化工 37 超宝 路客 尼可信 /

120 脚踏垃圾桶 个 10L 塑料 10 汇骏 厨事优 佳帮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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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塑料垃圾桶带盖 个 直径50cm*高55cm 塑料 45 美居雅 大德 丽贸 /

122 菜墩 个 直径60cm*50cm*15cm 正宗皂角 48 皂角树 富顺 安烨 /

123 塑料菜板 个 35cm*26cm*10cm 塑料材质 10 创步 德明 喜乐 食品级

124 塑料菜墩 个 60cm*40cm*10cm 食品级塑料 12 超宝 卡叶 迪洛图 食品级

125 塑料盆 个 44cm*14cm 塑料 12 麦天 洁丽 佳帮手 /

126 塑料大盆 个 75cm*25cm 塑料 10 麦天 洁丽 佳帮手 /

127 塑料大桶 个 40cm 塑料 20 麦天 洁丽 佳帮手 /

128 塑料水管 米 直径2cm 塑料 100 麦天 卡卡 欧米丹 /

129 塑料烘焙刮板 个 大号梯形，19.5cm 塑料 20 塔夫曼 得力 卡米恩 食品级

130 合金筷 双 长24cm PPS 1050 食品级

131 黑磨砂筷子 双 长23.5cm 塑料 9700 红福禄 金万昌 金华 食品级

132 喷壶 个  550ml 塑料 107 好运厨 益伟 质造 /

133 喷水枪 把 10cm 塑料 20 优洁雅 蒙西车 新友 /

134 苍蝇拍 个 12cm 塑料 50 好运厨 乐彼 雅趣 /

135 插线板 个 三插3米（总控开关） 塑料 70 公牛 得力 创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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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84消毒液 瓶 瓶/450ml 化工 8400 剑卫 久荣 精久 /

137 打火机 盒 50个/盒 塑料 10 一次性 超凡 乐火 /

138 扫把 把 32*20带把 塑料 92 万嘉利 务实 润洁 /

139 筲箕 个 长45cm 塑料 30 /

140 地垫（镂空防
滑）

米 1.2m宽，长度以“米”计
算

塑料加厚 74 山东 优多地
垫

冬阳 /

141 地刷 把  30cm*18cm 塑料（带
把）

20 超宝 百思特 宝家洁 /

142 手持刷子 把 20cm 塑料 30 好运厨 易丽洁 西米风 /

143 饭瓢 把 20cm 食品级塑料 10 好运厨 七彩鸭 弘韵 食品级

144 泡沫清洁剂 瓶 500ml 化工 30 佳宜 果奇 锦怡 /

145 空气清新剂 瓶 500ml 化工 10 中山凯达 花仙子 清诺 /

146 杀虫剂 瓶 600ml 化工 10 雷达 超威 科雷 /

147 袖套 双 40cm PU皮 720 /

148 蒸笼硅胶垫 张 54cm*34cm，厚1mm 硅胶 172 中和 君榜 杰瑞 食品级

149 蒸笼硅胶垫
（圆）

张 直径60cm,厚1mm 硅胶 15 中和 君榜 杰瑞 食品级

150 台卡 个 29.5*21cm 亚克力 30 德跃 巨达伟
业

洛美可
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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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台卡 个 长14cm*高9.5cm 亚克力 60 德跃 巨达伟
业

洛美可
艾 /

152 高压管 根 20m，口径1.5# 塑料(内嵌钢
丝)

5 顺盈 图拉斯 蒙西车 /

153 疏通剂 瓶 1千克 化工 12 日本花王 优妙 小居客 /

154 挤酱瓶 个 250毫升 塑料 20 潘帕斯 朗拓 夸克 食品级

155 雨靴 双 按需求码数供货 橡胶 159 华鹿 回力 狼潮 /

           不锈钢、金属制品

156 打菜勺子 把 直径8cm 不锈钢（带
把）

30 彭山 诚厚 约梦 食品级

157 打菜勺子 把 直径10cm 不锈钢（带
把）

30 彭山 诚厚 约梦 食品级

158 大汤勺 把 直径16cm*1米 304不锈钢
（带把）

75 好运厨 简道五
金

兴发 食品级

159 钢勺 把 长30cm 304不锈钢 30 欧格曼 维艾麦
威

ccko 食品级

160 调味勺 把 长柄24cm*4.3cm 304不锈钢 20 梵宜 雨易思 象本 食品级

161 炒勺 把 直径13cm*长50cm 金属 30 好运厨 得力 好又多 食品级

162 锅铲 个 17.5cm 生铁（带
把）

15 好运厨 军团 百惠 食品级

163 锅铲 个 12cm 铁质 10 好运厨 军团 百惠 食品级

第 12 页



164 钢丝球 袋  20g*20个 /袋 不锈钢 1000 坚尔美 奴家
大贺家
居 /

165 皮围裙 条 1.1m*80cm PU皮 260 密老头 虎帛 晶意 /

166 铁锅 个 80cm 生铁（不卷
边）

30 江油 简道五
金

兴发 /

167 铁锅 个 80cm
生铁（卷

边） 30 江油
简道五
金 兴发 /

168 铁锅 个 90cm生铁/毛边 生铁 40 佳佳莱 恩田 苏泊尔 /

169 铁锅 个 94cm 生铁 8 佳佳莱 恩田 苏泊尔 /

170 高压锅 个 32cm 304不锈钢 10 红双喜 苏泊尔 九阳 /

171 熟铁炒锅 个 50cm 铁质 5 鹤牌 恩田 苏泊尔 /

172 稀饭锅（大） 个 直径62，高39cm 304不锈钢 15 红厨 创优客 觅尚皇 /

173 稀饭锅（中） 个 直径62，高32cm 304不锈钢 13 红厨 创优客 觅尚皇 /

174 大黑垃圾袋 件
50根/把，10把/件，
35g,100cm*80cm

高密度聚乙
烯 200 利得 历棉 万年达 /

175 刮水器 把 44cm*6cm 304不锈钢 30 金骑士 保联 金赛骑 /

176 方蒸盘 个
60*40*4.8cm
（0.8mm厚） 304不锈钢 30 好运厨 创发 得力 食品级

177 方蒸盘 个 60*40*7cm（0.5mm厚） 304不锈钢 30 好运厨 创发 得力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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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菜刀 把  33cm*12cm 金属 73 楚家刀 张小泉 十八子 /

179 砍刀 把 23cm*10cm 金属 51 楚家刀 张小泉 十八子 /

180 砍刀 把 19cm 金属 20 好运厨 楚家刀 周家刀 /

181 剪刀 把 15cm 钢质 72 张小泉 得力 禾易 /

182 小尖刀 把 18cm 钢质 80 好运厨 半所 炊氏 /

183 双层削皮刀 把 19.5cm*3.5cm 铁质 175 好运厨 半所 炊氏 /

184 双层削皮刀 把 25cm*6cm 铁质 90 好运厨 半所 炊氏 /

185 高压铜体大喷头
枪

付 手柄10cm,枪头12cm 纯铜 10 浜翔 宏晨 雅鞍 /

186 撒粉罐 个 小号旋转，7.7cm*3.9cm 304不锈钢 10 帮丰 厨帮 象本 食品级

187 撒粉罐 个 中号旋转，9.7cm*5cm 304不锈钢 10 帮丰 厨帮 象本 食品级

188 撒粉罐 个 大号旋转，10.4cm*6.2cm 304不锈钢 10 帮丰 厨帮 象本 食品级

189 铁爪 把 54cm 铁质 16 佳佳莱 威士 艺岚 /

190 小号料理铲 把 木柄9.2cm铲面12cm*9cm 钢制、木把 20 /

191 灰刀 把
木柄13cm铲面
10cm*19.5cm*7.5cm 钢制、木把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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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五斗收餐车 台 78cm*49cm*90cm 塑料、不锈
钢结构

10 白云 祥源 信捷 /

193 三层收餐车 台 78cm*49cm*90cm 塑料、不锈
钢结构

21 白云 祥源 信捷 /

194 收餐车垃圾桶 个 30cm*21.5cm*29.5cm 塑料（与收
餐车配套）

25 白云 祥源 信捷 /

195 份数盆 个 53cm*33cm*10cm 304不锈钢 50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196 份数盆 个 53cm*33cm*6cm 304不锈钢 38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197 份数盆 个 32.5cm*27cm*16cm 304不锈钢 35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198 份数盆 个 32.5cm*27cm*10cm 304不锈钢 20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199 份数盆 个 32.5cm*27cm*6.5cm 304不锈钢 40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200 份数盆 个 30cm*19cm*14cm
不锈钢

304，带盖
子

25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201 份数盆 个 30cm*19cm*14cm 304不锈钢 20 雅厨
小先生
大厨房 兴煌 食品级

202 带孔份数盘 个 60cm*40cm*7cm 304不锈钢 20 梓萱 金石诺 卓越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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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带孔份数盘 个 60cm*40cm*10cm 304不锈钢 30 梓萱 金石诺 卓越 食品级

204 带孔份数盘 个 53cm*33cm*6.5cm 304不锈钢 20 梓萱 金石诺 卓越 食品级

205 304不锈钢饭盘 个  27cm*20cm*2cm 304不锈钢 50 08创发 天鉴 宣润 食品级

206 304不锈钢冒菜
网

个 15*14cm带把 304不锈钢 22 黑把 简道五
金

兴发 食品级

207 304不锈钢盆 个 直径36cm 304不锈钢 60 08创发 艾尔特
思

好家品 食品级

208 304不锈钢盆 个 直径40cm 304不锈钢 85 08创发 艾尔特
思

好家品 食品级

209 304不锈钢盆 个 直径60cm 304不锈钢 40 震龙 艾尔特
思

好家品 食品级

210 304不锈钢双层
丝漏

把 直径7cm 304不锈钢 45 板漏 金石诺
意

好邦仕
厨房 食品级

211 粗网丝漏 把 33cm 304不锈钢 105 明飞厨具 好家品
简道五
金 食品级

212 304不锈钢丝漏 把 口直径33cm 304不锈钢 80 明飞厨具 明蓝坊 美盛哒 食品级

213 304不锈钢汤勺 把 长40cm 304不锈钢 35 好运厨 明蓝坊 美盛哒 食品级

214 304不锈钢汤桶 个 35cm*35cm 304不锈钢 20 振生 莲梅
小先生
大厨房 食品级

215 304不锈钢桶 个 40cm*40cm 304不锈钢 26 振生 莲梅
小先生
大厨房 食品级

216 304不锈钢汤桶 个 50cm*50cm 不锈钢 20 佳佳莱 创优客 苏兴 食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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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304不锈钢汤桶 个 45cm*40cm 304不锈钢 10 好运厨 莲梅 真钢名 食品级

218 发糕模具 套 60*40cm   15头 304不锈钢 20 好运厨 开心 超智趣 /

219 链子锁 把 40cm 生铁 8 豪邦五金 首力家 永久 /

220 挂锁 把 4cm 铁质 10 豪邦五金 纽菲 泰科 /

221 蒸饭盒子 个 70cm*45cm 304不锈钢
食品级

65 振生 欧伯特 本玉 食品级

222 水果叉 把 19cm 304不锈钢 70 诚悦优品
简道五
金 岛奇 食品级

223 加厚调味钵 个 直径16cm*高10cm 304不锈钢 30 欧伯德
维艾麦
威 ccko 食品级

224 加厚调味钵 个 直径20cm*高20cm 304不锈钢 20 欧伯德 维艾麦
威

ccko 食品级

225 保温桶 个 直径52，高42cm 304不锈钢 6 莲梅 南枪 觅尚皇 /

226 挂钩 个 2.0承重，免打孔 塑料、不锈
钢

90 珈尊 阁里特 扬彩 /

227 水瓢 个 直径22.5cm，把长12.5cm 304不锈钢 37 创发 创志意 微臣 /

228 油缸 个 直径30cm，高16cm 304不锈钢 30 创发 创志意 微臣 食品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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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吸水海绵拖帕 套 45cm 挤水免手洗 17 美丽雅 美丽雅 帛家 /

230 檀香 盒 直径6.5cm 化工 10 麦天 优彤 金旺来 /

231 蚊香 盒 10单圈/盒 化工 50 雷达 超威 科雷 /

232 餐桌花 批 10cm(1批*52盆）
植物（多肉

植物）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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