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全国生物剂量估算能力比对结果 

（各地区机构排名以机构名称汉语拼音为序） 

 

表 4-1  A 类比对结果优秀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  天津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2  山西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3  辽宁 盘锦检验检测中心 

4  河南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5  广东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 

6  广东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7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8  重庆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  贵州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  陕西 核工业四一七医院 

 

 

表 4-2  A 类比对结果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  北京 北京航天总医院 

3  北京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4  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石龙医院 

5  北京 应急总医院 

6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a 

7  天津 天津东丽仁泰门诊部 

8  河北 保定市优抚医院 

9  河北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  辽宁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  吉林 吉林大学卫生检测中心 

13  吉林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4  上海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  江苏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  江苏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  安徽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 

18  福建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19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20  江西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21  湖南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22  湖南 长沙山水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3  湖南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  广东 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25  广东 江门市职业病防治所 

26  四川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检验科） 

27  四川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部 

28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

防治院） 

29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a: 组织机构不参与评优。 
 

表 4-3  A 类比对结果不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  北京 北京核工业医院 

2  北京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3  北京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4  山西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5  山东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6  湖北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7  广东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8  贵州 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 

9  甘肃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院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1  甘肃 中核四〇四医院 

12  新疆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  香港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 

 

 

表 4-4  B 类比对结果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  天津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2  内蒙古 内蒙古和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体检中心 

3  辽宁 鞍山市职业病防治院 

4  辽宁 丹东市第一医院 

5  辽宁 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 

6  辽宁 葫芦岛市第二人民医院 

7  辽宁 葫芦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8  辽宁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9  辽宁 沈阳华领医院有限公司 

10  辽宁 沈阳积水潭医院 

11  辽宁 沈阳万康中医院有限公司 

12  吉林 长春市第二医院 

13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疾病防治中心 

14  福建 福建省立医院 

15  福建 福州艾迪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6  福建 福州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7  福建 福州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8  福建 泉州高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责任公司 

19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  福建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1  山东 聊城市人民医院 

22  河南 郑州千麦贝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3  湖北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  湖北 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25  湖北 武汉千麦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6  广东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27  广东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 

28  广东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9  广西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  海南 海南省中医院 

31  四川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32  重庆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33  贵州 贵阳兆康医院 

34  陕西 西安宝石花长庆医院 

35  青海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表 4-5  B 类比对结果不合格的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  河北 秦皇岛市第四医院 

2  内蒙古 乌海市职业病防治院 

3  辽宁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职业病防治院 

4  辽宁 鞍山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沐康医院 

5  辽宁 本溪市中心医院 

6  辽宁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7  辽宁 大连机车医院 

8  辽宁 丹东市职业病防治院 

9  辽宁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核工业总医院 

10  辽宁 辽宁省铁岭健康体检中心 

11  辽宁 沈阳和平平安好医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12  辽宁 沈阳瑞慈瑞沈铁西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13  辽宁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14  辽宁 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  辽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6  辽宁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序号 
所在 

地区 
机构名称 

17  吉林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18  吉林 长春绿园区安泰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19  江苏 南京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  浙江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1  浙江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2  福建 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 

23  福建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24  福建 福州泰普医学检验实验室 

25  福建 莆田市第一医院 

26  福建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27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8  山东 青岛市中心医院 

29  山东 山东省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30  山东 山东省职业病医院 

31  河南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32  湖北 武汉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3  广西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34  四川 成都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5  重庆 重庆朕尔职业病康复医院 

36  贵州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37  云南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8  甘肃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39  甘肃 兰州五零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