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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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参加机构名称 

血铅 尿肌酐 

测定结果

（μg/L） 
Z 值 

结果 

评判 

测定结果

（g/L） 
Z 值 

结果 

评判 

1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 
61.8 0.50  满意 0.520  0.42  满意 

2 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 49.9 -1.25  满意 / / / 

3 十堰市职业病防治院 
仪器故障，

未反馈 
/ / / / / 

4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52.8 -0.82  满意 0.532  0.92  满意 

5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44.5 -2.04  可疑 0.620  4.58  不满意 

6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预防保健所 74.4 2.35  可疑 0.535  1.04  满意 

7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5 0.46  满意 0.493  -0.71  满意 

8 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51.1 -1.07  满意 0.497  -0.54  满意 

9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4.5 -0.57  满意 0.523  0.54  满意 

10 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3 6.56  不满意 0.355  -6.46  不满意 

11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 
63.6 0.76  满意 0.525  0.63  满意 

12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中心 
52.5 -0.87  满意 / / / 

13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65.7 1.07  满意 0.538  1.17  满意 

14 鄂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8 0.50  满意 / / / 

15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58.3 -0.01  满意 0.500  -0.42  满意 

16 合肥市职业病防治院 59.8 0.21  满意 / / / 

17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63.9 0.81  满意 0.508  -0.08  满意 

18 安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75.9 2.57  可疑 0.520  0.42  满意 

19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上海市职业安全健康研究院） 
62.4 0.59  满意 0.501  -0.38  满意 

20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2.6 -0.85  满意 0.507  -0.13  满意 

21 天津河东天铁医院 55.6 -0.41  满意 0.571  2.54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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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58.5 0.01  满意 0.510  0.00  满意 

23 京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0.285  -9.38  不满意 

24 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冶金医院 81.6 3.41  不满意 / / / 

2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0.505  -0.21  满意 

26 中原油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4.4 -0.59  满意 / / / 

27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60.6 0.32  满意 0.496  -0.58  满意 

28 赤峰市职业病防治所 58.1 -0.04  满意 / / / 

29 黄石人福医院 42.1 -2.40  可疑 0.506  -0.17  满意 

30 高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9.0  0.09  满意 / / / 

31 谷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2 -1.21  满意 / / / 

32 天津市化工职工职业病防治院 / / / 0.490  -0.83  满意 

33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54.9 -0.51  满意 0.531  0.88  满意 

34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69.8 1.68  满意 0.442  -2.83  可疑 

3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55.6 -0.41  满意 0.527  0.71  满意 

36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诊部 54.6 -0.56  满意 / / / 

37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65.6 1.06  满意 / / / 

39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57.2 -0.18  满意 / / / 

40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63.8 0.79  满意 0.516  0.25  满意 

42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56.7 -0.25  满意 0.515  0.21  满意 

43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 63.4 0.74  满意 0.497  -0.54  满意 

44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54.6 -0.56  满意 0.534  1.00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