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全国总α总β放射性测量能力考核结果 

（各地区机构排名以机构名称汉语拼音为序） 

 

表 3-1 结果优秀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考核结果 

1  北京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  天津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优秀 

3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4  辽宁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5  上海 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优秀 

6  上海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优秀 

7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优秀 

8  江苏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9  江苏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0  江苏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1  江苏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2  江苏 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13  江苏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4  江苏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检测中心 优秀 

15  江苏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6  江苏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7  江苏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8  江苏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19  江苏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0  江苏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1  浙江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2  福建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3  山东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优秀 

24  山东 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5  山东 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26  湖南 湖南核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27  广东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优秀 

28  广东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优秀 

29  广东 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30  海南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31  四川 四川鸿进达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 

32  云南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昆明监测站 优秀 

 

 

表 3-2 结果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考核结果 

1  北京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合格 

2  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合格 

3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合格 a
 

4  北京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辐射监测与评价实验室 合格 

5  天津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6  天津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  河北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  河北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9  河北 秦皇岛秦康卫生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10  辽宁 鞍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11  辽宁 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12  辽宁 辽宁凯华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13  辽宁 盘锦检验检测中心 合格 

14  吉林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 合格 

15  黑龙江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16  黑龙江 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 合格 

17  上海 上海申丰地质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18  上海 上海市肺科医院 合格 

19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0  江苏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1  江苏 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合格 

22  江苏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考核结果 

23  江苏 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4  浙江 北仑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合格 

25  浙江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6  浙江 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7  浙江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8  浙江 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29  浙江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30  浙江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31  浙江 浙江中环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2  福建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33  福建 宁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34  江西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 合格 

35  江西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合格 

36  山东 济南市第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37  山东 青岛环湾检测评价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8  山东 荣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39  山东 
乳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乳山市卫生检测检验中

心) 
合格 

40  山东 山东安和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41  山东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42  山东 威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43  山东 烟台海关技术中心 合格 

44  河南 光远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45  河南 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46  河南 河南省正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47  河南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合格 

48  湖北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49  湖北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50  湖南 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合格 

51  湖南 湖南省核工业中心实验室 合格 

52  湖南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合格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考核结果 

53  广东 广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54  广东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55  广东 核工业二九〇研究所 合格 

56  广东 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合格 

57  广东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58  广东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合格 

59  广东 肇庆市高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0  广东 肇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1  广东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2  广东 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3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4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合格 

65  广西 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6  四川 巴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7  四川 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8  四川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69  四川 四川中环康源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70  四川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环境与辐射监测中

心 
合格 

71  重庆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2  贵州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3  云南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4  云南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合格 

75  云南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6  陕西 中陕核工业集团综合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合格 

77  甘肃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8  甘肃 庆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79  青海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80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格 

81  新疆 乌鲁木齐海关技术中心 合格 

a: 组织机构不参与评优。 



 

表 3-3 结果不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考核结果 

1  吉林 吉林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2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合格 

3  浙江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环境检测实验室 不合格 

4  安徽 安徽省核工业勘查技术总院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不合格 

5  福建 福建省鑫龙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不合格 

6  山东 山东华标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不合格 

7  山东 山东省嘉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8  湖北 湖北省核工业放射性核素检测实验中心 不合格 

9  广西 防城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合格 

10  海南 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合格 

11  四川 四川省佳士特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12  四川 四川省科学城环境安全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中心 不合格 

13  贵州 贵州省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14  云南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合格 

15  陕西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