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17 年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机构实验室比对统计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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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92 1.14  满意 56.7  3.07  不满意 

2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31 0.05  满意 32.0  -0.30  满意 

3 北京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2 1.32  满意 / / / 

4 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 6.37 0.16  满意 / / / 

5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 
6.30  0.04  满意 32.1  -0.29  满意 

6 合肥市职业病防治院 6.28 0.00  满意 / / / 

7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 
6.18 -0.18  满意 32.8  -0.19  满意 

8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

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7.27 1.77  满意 未反馈 / /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 / / 31.6  -0.35  满意 

10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6.36 0.14  满意 33.7  -0.07  满意 

11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80  -0.86  满意 / / / 

12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0  -0.32  满意 59.0  3.38  不满意 

13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上海市职业安全健康研究院） 
6.58 0.54  满意 35.2  0.14  满意 

14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6.32 0.07  满意 45.6  1.55  满意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5.66 -1.11  满意 35.1  0.12  满意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防治院 7.83 2.77  可疑 30.3  -0.53  满意 

17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73 -0.98  满意 41.0  0.93  满意 

18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6.15 -0.23  满意 32.9  -0.18  满意 

19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

制中心 
6.28 0.00  满意 41.5  0.99  满意 

20 红安县人民医院 未反馈 / / 未反馈 / / 

21 黄石人福医院 6.17 -0.20  满意 47.0  1.74  满意 

22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6.26 -0.04  满意 / / / 

23 鹤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34 -1.68  满意 41.8  1.04  满意 

24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58.3  3.28  不满意 

25 
湛江市南海西部石油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7.60  2.36  可疑 42.6  1.14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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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长江航务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5.74 -0.96  满意 31.7  -0.34  满意 

27 仙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30.3  -0.53  满意 

28 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6 16.64  不满意 19.8  -1.96  满意 

29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6.32 0.07  满意 30.3  -0.53  满意 

30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2.33 -7.05  不满意 32.4  -0.25  满意 

31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

究院 
7.53 2.23  可疑 / / / 

32 北京市朝阳医院 7.38 1.96  满意 34.2  0.00  满意 

3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职业病防治院 5.54 -1.32  满意 30.5  -0.50  满意 

34 华东石油局职业病防治所 / / / 37.9  0.50  满意 

35 武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0.376  -4.61  不满意 

36 来凤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40.6  0.87  满意 

37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7.35 1.91  满意 31.2  -0.41  满意 

38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6 -0.21  满意 38.5  0.59  满意 

39 应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81 -0.84  满意 37.6  0.46  满意 

40 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6.47 0.34  满意 / / / 

41 神农架林区检验检测中心 5.71 -1.02  满意 52.2  2.45  可疑 

42 吉林油田总医院职业病防治所 6.20  -0.14  满意 29.5  -0.64  满意 

43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 6.54 0.46  满意 32.2  -0.27  满意 

44 恩施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9 -2.13  可疑 40.9  0.91  满意 

45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5.73 -0.98  满意 / / / 

46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4 -0.25  满意 27.4  -0.93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