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紧急上市消毒剂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1

净e点®乙醇消毒液

广东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2
3
4

好顺®乙醇消毒液
好顺®免洗手消毒液
东阳光牌84消毒液
东阳光牌75%乙醇消
毒液
东阳光牌84消毒液
（家庭装）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7

闪牌75%乙醇消毒液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

九天绿®酒精喷雾消
毒液

广东九天绿药业有限公司

9

达霖84消毒液

惠州市惠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5
6

乳源南岭好山好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源南岭好山好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14

好顺千万Endless
Uses®乙醇消毒液
傲超宝®乙醇消毒液
HAOSHUN HS®乙醇消
毒液
快动QUILLY牌乙醇消
毒液
荣耀™乙醇消毒液

15

美如™75%酒精消毒液 惠州市晟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

比亚迪牌免洗手消毒
汕尾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凝胶

17

科立清®84消毒液

10
11
12
13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科立清®84消毒液
（浓缩型）
小白鲸75%乙醇消毒
液
小白鲸75%乙醇消毒
液[免洗型]
小白鲸75%乙醇消毒
喷雾
万年青牌75%酒精消
毒液
西化牌次氯酸钠消毒
液
西化牌75%乙醇消毒
液
闪牌™免洗手部消毒
液
西化牌过氧乙酸消毒
液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5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惠州市大亚湾霞涌石化区H2地
块
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三和路22
号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
上黄塘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
上黄塘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城潮阳
路16片区08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0－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8]－08－第01号
粤卫消证字[2018]－08－第01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5号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1-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6号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1-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6号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1-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6号

健益牌75%酒精消毒
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液

30

爱护次氯酸钠消毒液 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

31

爱护免洗手消毒凝胶 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

36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中山卡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1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卡丝75%酒精消毒凝
胶

34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1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33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中山卡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汇孚牌免水洗手消
毒凝胶
东阳光牌免洗酒精消
毒凝胶
舒露士免洗手部消毒
液
舒露士75%乙醇消毒
喷雾剂
水光生免洗手部消毒
液

粤卫消证字[2020]－15－第0001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卡丝75%酒精消毒液

32

卫生许可证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29

生产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椹川大道西五路4
号（第6幢三、四楼）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东阳光工业园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东阳光工业园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河源市高新区九天绿科技工业
园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办事处
龙和西路二街1号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乳源南岭好山好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科技园2号厂房第1层A区、第
4层
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科技园2号厂房第1层A区、第
4层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翁
城工业园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区国家健康
基地健康路9号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区国家健康
基地健康路9号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B栋一楼一号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东阳光工业园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37
38

康健林KANGJIANLIN®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75%酒精消毒液
威博士牌75%酒精消
广东莱雅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毒喷雾剂

39

金刚牌84消毒液

广东鑫田科技有限公司

40

沁铂™免洗手消毒喷
雾剂

广东一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41

格伦芙™免洗手消毒
液

惠州市绿亚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42

净博士免洗手消毒液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净博士酒精消毒喷雾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剂
金洁士75%乙醇消毒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液
快魅™消毒凝胶（免
珠海市华中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洗型）
快魅™75%酒精消毒液 珠海市华中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沁铂™免洗手消毒凝
胶
多博士®二氧化氯消
毒剂
关爱®免洗型酒精消
毒凝胶
德汇孚牌75%乙醇免
洗手消毒喷雾剂
东阳光牌84消毒液
（有效氯含量3.75%4.95%）
Nattitude免洗手部
消毒液
澳柏有品™75%乙醇消
毒液（免洗型）
FOFILIT芳菲丽特®84
消毒液
好顺®免洗手消毒液
（自喷型）
荣耀 HONOR&SPPED
CAR CARE™免洗手消
毒液（自喷型）
HAOSHUN HS®免洗手
消毒液
好顺千万Endless
Uses®免洗手消毒液
（自喷型）
傲超宝®免洗手消毒
液（自喷型）
乐思施牌免洗手消毒
凝胶
关爱®免洗型酒精消
毒喷雾剂
好尔德75%酒精喷雾
剂

广东一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至诚紫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芳菲丽特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高田路21
号1栋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19]－05－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4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9]－05－第0043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豪之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史达立牌乙醇消毒剂 国投广东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华士达75%乙醇消毒
液
金秀儿™免洗手消毒
凝胶
添乐™免洗净手消毒
液
荣耀 HONOR&SPPED
CAR CARE™手部速干
消毒液
傲超宝®手部速干消
毒液
好顺千万＋Endless
Uses®手部速干消毒
液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
棠大道南路7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北湖
一路19号厂房三第三层、第六
层（住所申报）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叠
金工业区三片区金浦路5号
惠州市大亚湾石化工业区滨海
十路北3号科技企业加速器大楼
6楼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田馆西街路18号6栋三层A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田馆西街路18号6栋三层A区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叠
金工业区三片区金浦路5号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南亚北路
北侧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中山市华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添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瓮城镇华
彩化工涂料城路B-12-1号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附城乡工
业大道
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沿江路3号
东风糖厂内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汕头市濠江区河中路北侧马滘
街道工业区内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6－第0008号
粤卫消证字[2020]－15－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8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19]－08－第0010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好顺®手部速干消毒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
HAOSHUN HS®手部速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干消毒液
红珊瑚®75%乙醇消毒
广东红珊瑚药业有限公司
液
PK24®免洗消毒凝胶
=+WIS+®免洗手消毒
液
金洁士™免洗手部消
毒液
九天绿®免洗手消毒
凝胶
添乐™免洗净手消毒
液

惠州市佳佳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九天绿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添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78

V95®酒精消毒液

79

V95®酒精免洗消毒液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80

81

香香卫士Perfume
guardian®酒精免洗
消毒液
香香卫士Perfume
guardian®酒精消毒
液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畅园路2号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中心工业
园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河源市高新区九天绿科技工业
园
汕头市濠江区河中路北侧马滘
街道工业区内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20]－11－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9]－08－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82

V95®75%酒精消毒液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83

香香卫士Perfume
guardian®75%酒精消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毒液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84

伊迪诗™酒精消毒喷
雾剂

惠州市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5

伊迪诗™免洗手消毒
凝胶

惠州市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6

U护®75%酒精免洗手
消毒凝胶

珠海威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87

榄菊®75%酒精消毒液 中山雅黛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88

华工利亚牌84含氯消
华工利亚（云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毒液

89

DOSOON乙醇消毒喷雾
英德市东顺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剂（75%酒精）

90

V95®84消毒液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91

香香卫士Perfume
guardian®84消毒液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92

乐熙宝牌84消毒液

惠州市广升源科技有限公司

93
94
95
96
97
98
99

荣耀 HONOR&SPPED
CAR CARE™免洗手消
毒液
傲超宝®免洗手消毒
液
HAOSHUN HS®免洗手
消毒液
Aimant™免洗消毒凝
胶
PROJECT ANGEL™免洗
消毒凝胶
HomeFacial Pro™免
洗消毒凝胶
好顺®车内物体表面
消毒液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西田村西
埔小组水兰（土名）广达鞋厂
南边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西田村西
埔小组水兰（土名）广达鞋厂
南边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
山工业区南安村口厂房3#四楼D
区
广东省中山市阜沙镇大有开发
区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冬城村委
茅坪村地块六绿色日化产业集
聚区科技成果孵化器
英德市白沙镇凯迪工业区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长布村鹊
水洋斜地段（A2）栋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0号
粤卫消证字[2020]－21－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6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100

格林汉金Green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ygiene™免洗消毒液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101

好顺千万＋Endless
Uses®免洗手消毒液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102

AOYOUTAO奥优淘™75%
乙醇消毒液（免洗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型）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103

V95®酒精消毒凝胶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横沙工业
区

粤卫消证字[2018]－09－第0003号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glamourflage格兰玛
弗兰®免洗手消毒凝
胶
YeeHoO®免洗手消毒
凝胶
HOLA赫拉®免洗手消
毒凝胶
美肤宝®75%乙醇消毒
喷雾剂
欧蝶兰75%酒精消毒
免洗凝胶
新露奇75%酒精消毒
免洗凝胶
小琳家族75%酒精消
毒免洗凝胶
Aimant™75%酒精消毒
喷雾剂
上海药皂™免洗手消
毒凝胶
雅百莉®免洗净手消
毒液
亲乐®免洗净手消毒
液
HAOSHUN HS®室内物
体表面消毒液
好顺®室内物体表面
消毒液
好顺千万＋Endless
Uses®车内物体表面
消毒液
荣耀 HONOR&SPPED
CAR CARE™车内物体
表面消毒液
HAOSHUN HS®车内物
体表面消毒液
三谷I CARE™免洗消
毒凝胶
thanks grass®免洗
消毒凝胶
傲超宝®车内物体表
面消毒液
HANHOO BEAUTY FIX™
75%酒精免洗消毒凝
胶
新露奇75%酒精消毒
喷雾剂
小琳家族75%酒精消
毒喷雾剂
葆斯佳®75%酒精消毒
液
润之素™免洗手消毒
凝胶
贝贝健®手部免洗消
毒凝胶
腾骏快克®45%含氯消
毒粉
腾骏快克®20%含氯消
毒粉
Mixline美诗琳®75%
酒精消毒喷雾剂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欧蝶兰高新科技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欧蝶兰高新科技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欧蝶兰高新科技日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添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添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20]－1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19]－08－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19]－08－第0010号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东莞市润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佳佳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中心工业
园

粤卫消证字[2019]－11－第002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1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广东十长生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清远市高新区科技工业园8号区
1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5号

广东欧蝶兰高新科技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欧蝶兰高新科技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美丽康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腾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腾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三好科技有限公司

Mixline美诗琳®免
广东三好科技有限公司
洗消毒凝胶

133

碧江BJHB牌84消毒液 广东华锋碧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5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

134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235号之
五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235号之
五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235号之
五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第二工业
区新发街29号A栋
汕头市濠江区河中路北侧马滘
街道工业区内
汕头市濠江区河中路北侧马滘
街道工业区内

完子心选™酒精消毒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液
完子心选™75%酒精免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洗手消毒凝胶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235号之
五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235号之
五
河源市区新江三路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科
技产业基地欧亚路8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科
技产业基地欧亚路8号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
岳工业区田心路12－9号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
岳工业区田心路12－9号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地段
（华锋电子铝箔有限公司）第
五厂房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中山南朗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完
美路1号

粤卫消证字[2020]－1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3－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4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1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1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20]－17－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粤卫消证字[2018]第1456号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高而威®乙醇免洗手
消毒凝胶
高而威®乙醇免洗消
毒液
HANHOO BEAUTY FIX™
75%酒精消毒液
葆斯佳®84消毒液
欧之玫™75%乙醇消毒
液
TI TECHN®免洗手消
毒凝胶

广东美丽康保健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平沙镇振平东路156号1#
厂房1-3层
珠海市平沙镇振平东路156号1#
厂房1-3层
清远市高新区科技工业园8号区
1号
河源市区新江三路

东莞益海嘉里赛瑞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港新沙南区

粤卫消证字[2020]－11－第0017号

英德市东顺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英德市白沙镇凯迪工业区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2号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十长生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142

壹去™84消毒液

143

美斯凯尔牌酒精消毒
映品（清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喷雾剂

144

a*mer®安美84消毒液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5

HANHOO BEAUTY FIX™
广东十长生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免洗消毒凝胶

146

PK24®酒精消毒液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博罗县东明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市佳佳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比拉比®免洗消毒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液
自由能®75%酒精消毒
广东自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喷剂
华希盛®84消毒液

佛山市华希盛化工有限公司

长乐牌75%酒精消毒
广东长乐烧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液
柏缇®免洗手消毒凝
中山市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胶
天滋牌免洗手消毒凝
中山市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胶
立凯德™酒精消毒液
立凯德™酒精喷雾消
毒剂
立凯德™酒精消毒凝
胶
原水味™免洗手消毒
喷雾剂
伊露迪牌手部免洗消
毒凝胶
伊露迪牌手部消毒喷
雾剂
榄菊®75%酒精消毒喷
雾剂

广东嘉盛环保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嘉盛环保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嘉盛环保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贸耕实业（惠州）有限公司
广东科盈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科盈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莱雅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60

瑞洋®75%酒精消毒液 广东瑞洋制药有限公司

161

卫乐牌二氧化氯消毒
中山市横栏镇洁安洗涤制品厂
剂

162

露香园®84消毒液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凯肤丽™消毒免洗凝
胶（80g）
凯肤丽™消毒免洗凝
胶（100g）
凯肤丽™消毒免洗喷
雾剂
必晟™84消毒液

广东康绿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博罗县罗阳镇新结村委会牛田
岭村小组广汕公路南边
清远市清城区飞来峡镇高田圩
城南路一号A座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
园区工业西路6号
清远市高新区科技工业园8号区
1号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中心工业
园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鮀济
南路107号
广东省南雄市精细化工基地国
道北1号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城六路西
侧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岐岭镇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社区
海富北路1号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社区
海富北路1号
南雄市珠玑工业园平安大道西
10号
南雄市珠玑工业园平安大道西
10号
南雄市珠玑工业园平安大道西
10号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高田工业
区二厂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岳工业
区田心路12-8号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岳工业
区田心路12-8号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
棠大道南路7号
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新民镇经
济长廊开发区路
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裕祥村裕
祥工业区东堤路217号后面厂房
第一间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雄州街道
康绿宝大道路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4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8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20]－11－第001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8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5－第001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6－第001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6－第001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6－第001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6号
粤卫消证字[2020]－15－第0003号
粤卫消证字[2019]－12－第002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4号

广东蕾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工业城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9号

广东蕾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工业城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9号

广东蕾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工业城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09号

广东碧晨科技有限公司

万汉牌75%乙醇消毒
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
液
AOYOUTAO奥优淘™75%
广东科盈科技有限公司
乙醇消毒液

169

宸丽丰®84消毒液

170

BLUE LIZARD®酒精消
珠海威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毒喷雾剂

佛山市禹创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工业
园沐溪二路3号内厂房302号
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思邈路16号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岳工业
区田心路12-8号

粤卫消证字[2020]－06－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3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1号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富路
282号（佛山市高明西特电器有
限公司）2号厂房（住所申报）

粤卫消证字[2020]－05－第0009号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
山工业区南安村口厂房3#四楼D
区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3号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艾祈®75%酒精消毒喷
珠海威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雾剂
康露适™免洗手消毒
奥俐莱雅（广东）家化科技有限公司
凝胶
小魔兜®75%酒精消毒
惠州市宝芝堂药品有限公司
喷雾剂
八宝八顺®免洗手消
惠州市宝芝堂药品有限公司
毒凝胶
雅韵诗®免洗手消毒
凝胶
宝龄赛因斯牌免洗消
毒液
宝龄欧凯尔牌免洗消
毒液
宝龄丽碧雅牌免洗消
毒液
寳齡易勁寜®液体消
毒液
寳齡易勁寜®喷雾消
毒剂
健益牌免洗手消毒凝
胶
特嘉牌乙醇消毒液
肌肤乐缘™75%免洗消
毒凝胶
肌肤乐缘™75%酒精消
毒喷雾剂
犀利虎®乙醇消毒喷
雾剂
DATIAN®75%乙醇消毒
液
高而威®乙醇手部免
洗消毒凝胶
海岚™75%酒精消毒喷
雾剂
海岚™75%酒精免洗消
毒凝胶

珠海威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普宁市恒嘉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肌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肌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炬锵工艺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炬锵工艺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192

澳臣®免洗消毒凝胶

中山市澳臣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193

熠洁康®免洗消毒液

佛山熠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4

熠洁康®免洗消毒凝
胶

佛山熠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5

康丽雅™84消毒液

佛山市自由美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196

池美™免洗消毒液

中山楠涛化妆品有限公司

202
203
204

欧诺雅™75%酒精消毒
广东金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
欧诺雅™免洗手消毒
广东金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凝胶
克美康®免洗手消毒
中山市美太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液

OK-100™免洗消毒凝
胶
OK-100™75%乙醇消毒
液
犀利虎®免洗手消毒
凝胶
高吉利™Mini免洗净
手消毒液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8－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19]－20－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2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2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5号

潮州康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01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3号

中山市三角镇昌隆北街9号

康和清灵™消毒液

池美™免洗消毒凝胶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5号

中山市大田汽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191

200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2号

佛山市方方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9

粤卫消证字[2020]－04－第0011号

英德市白沙镇凯迪工业区

方方洁™84消毒液

198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3号

英德市东顺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190

197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
山工业区南安村口厂房3#四楼D
区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三联工业
区厂房A栋
惠州市小金口街道办事处长湖
街一巷9号
惠州市小金口街道办事处长湖
街一巷9号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
山工业区南安村口厂房3#四楼D
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翁
城工业园
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梅塘镇长
美村宝石山路东（市新春印刷
有限公司对面）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联溪村公
黄背地段肌缘工业区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联溪村公
黄背地段肌缘工业区

中山楠涛化妆品有限公司
彭氏（惠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彭氏（惠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平沙镇振平东路
156号1#厂房1-3层
惠州仲恺高新区潼侨镇富华六
街南面
惠州仲恺高新区潼侨镇富华六
街南面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塱心工业
区吴伟升厂房自编A座1楼、2楼
（住所申报）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凤
岗村铁采桥片CAFTFG-01地块厂
房
中山市东升镇沿展街一巷15号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委
新桂路201号4座4层401房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委
新桂路201号4座4层401房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南工
业园庆丰围自编2号（住所申
报）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3号
（宏基工业城一期4栋402房）
陆丰市东海镇永泰路神冲桥西
侧
陆丰市东海镇永泰路神冲桥西
侧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23号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3号
（宏基工业城一期4栋402房）
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
工业园
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
工业园

英德市东顺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英德市白沙镇凯迪工业区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2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23号
粤卫消证字[2020]－05－第001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9－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19]－05－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19]－05－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5－第002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0－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0－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4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205
206

澳臣OSON®酒精消毒
中山市澳臣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喷雾剂
PBF宝龄富锦®免洗速
珠海宝龄富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干消毒液

207

蒜头小子®84消毒液

中山倍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8

BEIZANCHEN贝赞成®
免洗手消毒凝胶

英德市东顺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209

康爱仕™84消毒液

广东乐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0

高吉利™空调消毒液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11

安室奈™免洗消毒液

中山楠涛化妆品有限公司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安室奈™免洗消毒凝
胶
FIVERAM®免洗手消毒
凝胶
蓝威牌二氧化氯消毒
液（含量20002200mg/L）
舒莎乐牌免洗手消毒
凝胶
佳宝盛®75%酒精消毒
液
佳宝盛®免洗手消毒
凝胶
适净®免洗手消毒凝
胶
诗朗®免洗手消毒凝
胶
Dr.Gabmon洁曼博士®
75%酒精消毒液

中山楠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沿展街一巷15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
科技七路路1号4栋11-B
中山市三角镇福泽路9号之一安
立邦荔源科技产业园第1栋第1
层
英德市白沙镇凯迪工业区
普宁市梅塘镇远光村04610038
地号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迪源
路28号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3号
（宏基工业城一期4栋402房）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3号
（宏基工业城一期4栋402房）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3－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2号
粤卫消证字[2020]－18－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20－第0012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4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24号

中山市澳臣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沿展街一巷15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9号

韶关蓝威消毒药业有限公司

韶关市乳源县乳桂线一六镇蓝
威科技园内蓝威药业厂房

粤卫消证字[2013]第1167号

中山市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河源市佳宝盛大健康日用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佳宝盛大健康日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社区
海富北路1号
连平县三角镇工业园佳泰路旁
38号地块厂房D2栋三楼
连平县三角镇工业园佳泰路旁
38号地块厂房D2栋三楼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永石大道
科技产业园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永石大道
科技产业园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昌隆北街9号

粤卫消证字[2020]－12－第000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10号
粤卫消证字[2010]第1030号

221

瑞那霖®灭菌剂

广州市君禾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长湴工业
一路5号

粤卫消证字[2015]-01-第8003号

222

康雅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23

乐施洁®75%乙醇喷雾
广州瑞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消毒液

224

哈卫®消毒液

225
226
227
228

葳宁思爱宓牌免洗消
毒喷剂
葳宁思爱宓牌免洗消
毒凝胶
保赐利牌75%酒精消
毒多功能喷雾
保赐利牌75%酒精消
毒多功能喷雾剂

广州零界医药有限公司
怡麦科技韩国有限公司
怡麦科技韩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树工
业园敬业三街3号G栋502房、7
号D栋502-1房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建业
三路6号自编第二栋二层
韩国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世宗大
路23街47、601VA-17号
韩国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世宗大
路23街47、601VA-17号

粤卫消证字[2013]第8015号
粤卫消证字[2018]-01-第8027号
/
/

广州欧亚气雾剂与日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鳌头镇聚丰北路628号

粤卫消证字[2015]-01-第8011号

广州欧亚气雾剂与日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鳌头镇聚丰北路628号

粤卫消证字[2015]-01-第8011号

229

加迪斯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30

净美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MeidunTM75%乙醇消毒
液
MeidunTM75%乙醇消毒
液（01）
MeidunTM75%乙醇消毒
液（02）
MeidunTM75%乙醇消毒
液（03）
MeidunTM75%乙醇消毒
液（04）
VIVINEVO®乙醇消毒
液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237

康雅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38

加迪斯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39

净美牌84消毒液

广州市白云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西36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1-第8043号

240
241

保赐利牌75%酒精免
洗手消毒液
®
欧替克 卫生手消毒
液

广州欧亚气雾剂与日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好迪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九塘西路
花城工业区八栋第三层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建业
三路6号自编第二栋二层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梅花岗工
业大厦厂房一楼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223号A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栋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86号

广州好迪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86号

广东欧替克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42

哈卫®乙醇消毒液

243

消友®75%酒精消毒液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州零界医药有限公司

®

244
245
246
247

科康倍 75%酒精消毒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液
小白鲸®空气及物表
广州市番禺珠江化工研究所
消毒液
®
莱秀思 75%酒精消毒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液
露芯牌免洗消毒凝胶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乐培氏 75%乙醇消毒
液
®
FEWRUER 75%酒精免
洗手消毒凝胶
®
FEWRUER 75%酒精消
毒液
®
MINISO 75%酒精消毒
液
MeidunTM免洗消毒凝
胶
®
快尔 75%酒精消毒液
®
快尔 免洗消毒净手
凝胶
瑾悦牌75%酒精免洗
消毒凝胶
MINISO®免洗消毒凝
胶
人仁和®免洗消毒凝
胶
科康倍®免洗手消毒
凝胶
消友®75%酒精免洗手
消毒凝胶
欧替克®消毒液
（OTK-100)
露芯牌酒精消毒
MARY KAY®玫琳凯®免
洗消毒凝胶
小白鲸®空气物表消
毒液（I型）
小白鲸®空气物表消
毒液（II型）
爱锝®二氧化氯消毒
粉剂（I型）
奕香TM免洗酒精消毒
凝胶
奕香TM免洗酒精消毒
喷雾

广州从化鳌头镇聚丰北路628号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东欧替克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雪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闪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闪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闪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尊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尊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268

立护牌免洗消毒凝胶 广东艾圣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269

维尼优牌复合醇免洗外
维尼健康（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科手消毒液

270

维尼优牌酒精消毒液 维尼健康（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71

宜百益牌75%酒精消毒
朝日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液

272

宜百益牌免洗手部消毒
朝日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液（75%酒精）

273

百慧康TM次氯酸消毒液 深圳南粤药业有限公司

粤卫消证字[2015]-01-第8011号
粤卫消证字[2016]-01-第8008号
粤卫消证字[2018]-01-第8027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14]-01-第800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24号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24号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九塘西路
粤卫消证字[2016]-01-第8008号
花城工业区八栋第三层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二路6号A-1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10号
栋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01号
道388号D栋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01号
道388号D栋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01号
道388号D栋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中路1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46号
号整套（部位：4栋一层）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中路1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46号
号整套（部位：4栋一层）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雄郭东路
粤卫消证字[2020]-01-第8001号
223号A栋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7号
新石社区浪荣路19号201-601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7号
新石社区浪荣路19号201-601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
粤卫消证字（2017）-02-第9118号
区山子下路2号东海科技工业园
2号厂房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
粤卫消证字（2017）-02-第9118号
区山子下路2号东海科技工业园
2号厂房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173号
观城社区环观中路河东工业区
16号

274

老大夫牌75%酒精消毒
深圳市金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喷剂

275

妙思乐®75%酒精消毒液 深圳市佰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276

翰承®消毒粉

277

维尼优牌84消毒液

278
279
280
281
282

深圳翰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维尼健康（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柯丽尔®过氧乙酸消毒
海门迪复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剂
瑞纳海森牌75%乙醇消
深圳市瑞纳海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毒液
博滴TM75%酒精消毒喷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雾
浓本堂速干酒精消毒液 洞玛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一道康牌消毒液

深圳天和圆实业有限公司

283

施尓洁®75%酒精消毒喷
深圳市施尓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剂

284

巴士宝TM免洗手消毒凝
深圳市美福源日用品有限公司
胶

285

施尓洁®75%酒精免洗消
深圳市施尓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毒洗手液

286

小魔®二氧化氯消毒液 深圳市瓦尔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87

施尓洁®75%酒精消毒液 深圳市施尓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88

阿斯卡特®免洗消毒洁
广州市千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手啫喱

289

阿斯卡特®免洗消毒洗
广州市千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手液

290

库贝尔牌免洗消毒凝胶 湖南道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91

可美莉®免洗手消毒凝
仙迪达首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胶

292

思美德牌乙醇消毒液 深圳天和园实业有限公司

293

可美莉®75%酒精消毒液 仙迪达首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294

柯丽尔®75%乙醇免洗手
海门迪复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消毒液

295

宜丽®75%乙醇免洗消毒
广州艾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洗手液

296

宜丽®75%乙醇消毒液 广州艾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7

RIO ROX消毒液

（株）SUNGJIN CHEM

298

YOOYEON ROX 消毒液 SM SOAPLAND

299

沃苒牌次氯酸消毒液 深圳市量子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300

PasionTM 免水洗手消
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毒凝胶

301

芭格美®免洗手消毒凝
深圳市芭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胶

302

仙洁®84消毒液

303

比亚迪TM免洗手消毒剂

304

莫克牌75%乙醇消毒液 深圳市莫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金宇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汕尾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比亚迪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分装）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老
村社区景田路创新工业园P栋三
楼
广东省深圳市园山街道大康社
区龙兴路三巷10号厂房601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
玉律社区第七工业区汉海达科
技创新园3栋9楼B2区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
新石社区浪荣路19号201-601
海门市洞庭湖路100号海门科创
园B11幢北侧一楼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玉星
路63号A栋2楼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12A号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
社区东门路111号F栋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金
沙社区金沙第二工业区1号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
社区第二工业区5-1号101、201
、301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中心社
区山塘尾福安工业区7号1栋一
至四层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
社区第二工业区5-1号101、201
、301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东
路桃花科技创新园松岗分园C座
17层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
社区第二工业区5-1号101、201
、30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村龙河西
路横一路自编98号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村龙河西
路横一路自编98号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台路18
号长沙E中心A5栋2层01、02号
房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社
区重庆路192号二层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金
沙社区金沙第二工业区1号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社
区重庆路192号二层
海门市洞庭湖路100号海门科创
园B11幢北侧一楼
广州市白云区望岗十八社大岭
南街工业区一号之二
广州市白云区望岗十八社大岭
南街工业区一号之二
京畿道安城市工团路63
韩国京畿道抱川市市川宝街20
（东桥洞，外1区域）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社区
石龙仔路10号默根厂房101之三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白坭
坑明辉工业城B栋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
区光明高新园西区七号侨德科
技园厂房A栋1201
惠阳区淡水古屋石径村惠港大
道侧宏裕工业园区内C区
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三和路22
号（生产）、深圳市坪山新区
坪山横坪公路3001、3007号
（分装）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社
区万安路长兴科技园8栋二层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159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26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9126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7号
苏卫消证字（2018）第3206-0011号
粤卫消证字（2018）-02-第9138号
粤卫消证字（2019）-17-第0002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9113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6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2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174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2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9128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2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56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56号
（湘）卫消证字（2018）第0032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27号
粤卫消证字（2019）-02-第9206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27号
苏卫消证字（2018）第3206-0011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52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8052号

粤卫消证字（2017）第9121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28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40号
粤卫消证字（2020）-09-第0027号
粤卫消证字（2020）-10-第0001号（生
产）、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59号
（分装）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55号

305

莫克牌免洗型乙醇消毒
深圳市莫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胶

306

赛亚牌75%乙醇消毒喷
深圳市赛亚气雾剂有限公司
雾剂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社
区万安路长兴科技园8栋二层
深圳市龙华新区福城办事处茜
坑南路九号1号工房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55号
粤卫消证字（2020）-02-第92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