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市监认检函〔2022〕201 号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2022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能

力验证情况的通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各有关检验检测机

构： 

为保障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的有效性、规范性，验证

和提升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能力水平，加强获证检验检测机构事

中事后监管，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要求，省

市场监管局于今年 4—9 月组织开展了“水质中硫酸盐含量的测

定”等 6 个项目的能力验证活动。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能力验证活动由省市场监管局统一组织，由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和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分别承担并

具体实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承担并实施“水质中硫酸

盐含量的测定”“食用植物油中铅和苯并[a]芘的检测”“电线

电缆绝缘平均厚度的测量”和“热塑性塑料管材、管件维卡软化

温度的测定”4 个能力验证项目，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承担并实施了“软件功能性及易用性测试”和“低温试验/泄

漏（接触）电流的测定”2 个能力验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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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有 638 家检验检测机构参加能力验证活动，能力验证

结果为满意的有 621 家，满意率为 97.34％；结果为不满意（有

问题）的 17 家，占比 2.66%。 

二、能力验证结果 

（一）水质中硫酸盐含量的测定 

该项目共有 232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223 家结果满意，满意率 96.12％，2 家机构结果有问题，7 家机

构结果不满意（详见附件 1）。 

（二）食用植物油中铅和苯并[a]芘的检测 

该项目共有 169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161 家结果满意，满意率 95.27％，8 家机构结果不满意（详见附

件 2）。 

（三）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的测量 

该项目共有 133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133 家机构结果全部满意，满意率 100％（详见附件 3）。 

（四）热塑性塑料管材、管件维卡软化温度的测定 

该项目共有 104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104 家机构结果全部满意，满意率 100％（详见附件 4）。 

（五）软件功能性及易用性测试 

该项目共有 8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8

家机构结果全部满意，满意率 100％（详见附件 5）。 

（六）低温试验/泄漏（接触）电流的测定 

该项目共有 23 家机构参加，经过首轮测试及补测，最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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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结果全部满意，满意率 100％（详见附件 6）。 

三、处理意见 

（一）在本次能力验证活动中取得满意结果的检验检测机

构，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年内接受省市场监管局资质认定评审

或监督检查时，可免除能力验证满意结果项目的现场试验考核。 

（二）在本次能力验证活动中经过补测取得满意结果的机

构，应认真分析导致初测结果不满意或有问题的原因，制定纠正

预防措施，加强内部质量控制，确保检验检测数据准确。 

（三）凡是在本次能力验证活动中最终结果为有问题或不满

意的检验检测机构，要认真分析原因并整改，整改期间不得开展

该项目的检验检测工作和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

果。整改情况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经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确认整改符合要求，达到效果后，方可恢复该项目的检验检测

能力。 

（四）凡具备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的检验检测能力而无故不参

加的机构，将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检验

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处理。 

四、相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能力验证情况的监督管理，

督促和指导机构及时按要求完成整改，促进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

力的提升。一是重点加强对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有问题）机构

的监管，防止机构在整改期间出具该项目检验检测报告；二是对

辖区内机构情况进行梳理、清查，对无故不参加能力验证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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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三是对辖区内机构的整改及未参加能力验证机构的核

查、处理情况应及时向省局报告。 

（二）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有问题）的检验检测机构，应

认真分析原因，采取相应纠正措施，加强学习和培训，采取比对

等方式验证整改效果。 

（三）本次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将颁发《能

力验证合格证书》，请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积极与当地市场监管

局联系领取。 

 

附件：1.水质中硫酸盐含量的测定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2.食用植物油中铅和苯并[a]芘的检测能力验证结果 

        汇总表 

      3.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的测量能力验证结果汇总 

        表 

      4.塑性塑料管材、管件维卡软化温度的测定能力验证 

        结果汇总表 

      5.软件功能性及易用性测试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6.低温试验/泄漏（接触）电流的测定能力验证结果汇 

        总表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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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质中硫酸盐含量的测定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1 中南冶金地质测试中心 满意 

2 湖北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实验室 满意 

3 武汉中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 武汉珺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 武汉练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 湖北楚鹏检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7 随州市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 湖北守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9 洪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10 蕲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11 十堰市郧阳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12 武汉环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3 湖北弗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4 湖北维克昇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5 黄石市城发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6 湖北博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7 三江航天环保监测站 满意 

18 赤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19 湖北标谱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0 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1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22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实验室 满意 

23 湖北钟环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4 湖北众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5 宜昌市夷陵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满意 

26 潜江市汇润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7 湖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实验室 满意 

28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鄂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29 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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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湖北华钧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1 神农架林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神农架林区疾控中心实验室) 满意 

32 湖北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33 湖北纪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4 湖北慧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5 湖北虹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6 湖北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7 湖北以勒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38 湖北江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39 湖北九泰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0 湖北祺美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1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满意 

42 湖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实验测试中心 满意 

43 武汉市斯坦德优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4 湖北晨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5 武汉博源中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46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疾病预防控制所 满意 

47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48 荆州市水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49 武汉智惠国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50 兴山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51 襄阳跃华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2 湖北微谱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3 长江航务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54 湖北琪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5 京山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56 随州市景新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7 湖北科艾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58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咸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59 湖北省地质环境实验室 满意 

60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61 湖北华图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2 湖北求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3 湖北新联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64 通山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65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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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大冶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满意 

67 湖北科远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8 湖北中晟安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9 广水市环境监测站 满意 

70 武汉市临空港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1 湖北长恒清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2 秭归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73 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4 武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5 武汉市华信理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6 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襄阳实验室） 满意 

77 湖北天欧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8 石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79 湖北格润环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80 公安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81 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宜昌实验室） 满意 

82 通城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83 湖北省公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84 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85 湖北荣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6 中钢武汉安环院绿世纪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满意 

87 湖北华祥地质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88 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实验室） 满意 

89 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90 武汉谱育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1 广检检测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满意 

92 当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93 湖北省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94 湖北坤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95 红安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96 武汉市蔡甸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满意 

97 丹江口环境监测站 满意 

98 黄梅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99 湖北桓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00 武汉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满意 

101 湖北星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8 — 

102 武汉谱尼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03 安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104 武汉仲联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5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106 湖北省地矿局恩施实验室 满意 

107 湖北浩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8 湖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满意 

109 武汉蓝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满意 

110 襄阳市襄州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111 武汉泽世信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2 湖北景深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3 湖北国正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14 湖北省普林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15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随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16 湖北欧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7 湖北九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8 湖北测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19 湖北星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满意 

120 武汉顶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1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满意 

122 湖北华信中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3 孝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124 武汉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5 中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6 武汉科想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7 咸丰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28 宜城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129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宜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30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31 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满意 

132 湖北省荆门市水资源水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33 湖北澜科检测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满意 

134 湖北精准衡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35 宣恩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36 湖北润宝环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37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环境监测中心站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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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湖北仁源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39 应城市环境监测站 满意 

140 大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141 利川市环境监测站 满意 

142 南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143 武汉方基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44 湖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潜江分中心 满意 

145 恩施市环境监测站 满意 

146 恩施州安泉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47 都环检测武汉有限公司 满意 

148 宜昌竟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49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满意 

150 湖北峻铖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51 湖北晶恒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152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十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53 鹤峰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54 湖北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55 黄冈博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56 恩施跃华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57 保康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58 秭归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59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湖北省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满意 

160 嘉鱼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61 房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62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恩施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63 潜江市环境监测站 满意 

164 湖北中检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65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冈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66 湖北川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67 英山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68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鄂州分院 满意 

169 鹤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170 丹江口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71 老河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满意 

172 武汉市环境卫生检测中心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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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74 湖北省鄂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湖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鄂州分中心) 满意 

175 湖北洁源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76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77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78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汉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满意 

179 湖北美辰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80 湖北省仙桃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湖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仙桃分中心) 满意 

181 随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满意 

182 建始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83 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满意 

184 来凤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85 郧西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86 竹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满意 

187 湖北华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88 竹山县环境监测站 满意 

189 孝感市仙泉水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190 黄冈市清泽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1 武汉天汉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补测满意 

192 湖北同正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3 武汉路通市政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4 湖北臻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5 武汉中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6 湖北迅捷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7 武汉市汉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198 宜昌百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99 武汉格云环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0 仙桃市环境监测站 补测满意 

201 湖北衡安注安师事务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2 崇阳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203 化工地质矿山第十实验室 补测满意 

204 湖北灏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5 湖北咸环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6 湖北守护者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7 湖北普赛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08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孝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补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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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葛洲坝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0 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1 湖北本质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2 湖北博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3 武汉鑫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4 武汉长江现代安居公用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5 武汉市黄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216 武汉市青山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补测满意 

217 湖北诚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8 襄阳楚缘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19 宜都市环境监测站 补测满意 

220 中地清洋（湖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221 巴东县环境监测站 补测满意 

222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监测站 补测满意 

223 湖北省随州市水资源水环境监测中心 补测满意 

224 湖北千里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有问题 

225 当阳市环境监测站 补测有问题 

226 湖北固科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227 武汉市江夏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补测不满意 

228 湖北安鼎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229 湖北谱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230 湖北智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231 湖北绅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232 湖北环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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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食用植物油中铅和苯并[a]芘的检测 

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铅(以 Pb 计) 苯并[a]芘 

1 安陆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2 安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3 巴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4 保康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5 保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6 赤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7 大悟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8 大冶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9 丹江口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0 丹江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 当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2 当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3 鄂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满意 满意 

14 恩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5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6 恩施硒测质检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17 房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8 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9 谷城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20 谷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21 广检检测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22 广水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23 汉川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湖北省童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满意 / 

24 汉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25 红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26 洪湖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27 湖北本质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28 湖北川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 

29 湖北洁源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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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湖北琪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31 湖北锐帆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32 湖北省阿克瑞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33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鄂州分院 满意 满意 

34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湖北省农药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满意 满意 

35 湖北省粮油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36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满意 满意 

37 湖北省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满意 

38 湖北微谱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39 湖北易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40 湖北中储粮粮油质监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 

41 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42 黄冈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43 黄冈市黄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44 黄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45 黄梅康之农粮油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 

46 黄梅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47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48 黄石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49 嘉鱼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50 嘉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51 监利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52 江陵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53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54 荆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荆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55 老河口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56 利川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57 利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58 麻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59 南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60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61 

神农架林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神农架林区疾控中心实验

室) 

满意 满意 

62 十堰市工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 满意 满意 

63 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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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十堰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满意 / 

65 十堰市郧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66 松滋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67 松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68 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69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满意 满意 

70 团风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71 团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72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73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74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满意 

75 武汉工控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76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满意 满意 

77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襄阳检测实验室 满意 满意 

78 武汉农业检测中心 满意 / 

79 武汉谱尼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80 武汉轻工大学粮油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 满意 

81 武汉尚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82 武汉市蔡甸区粮油食品质量检测站 满意 满意 

83 武汉市东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84 武汉市汉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85 武汉市洪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86 武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87 

武汉市黄陂区粮油和水质检验检测所（武汉市黄陂区粮油

食品质量监测站） 

满意 / 

88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89 武汉市江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90 武汉市江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91 武汉市江夏区粮油产品安全检验检测所 满意 / 

92 武汉市粮油食品中心检验站 满意 满意 

93 武汉市青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94 武汉市武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95 武汉市新洲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96 武汉市新洲区粮油食品质量检测站 满意 / 

97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满意 满意 

98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中心 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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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武穴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武穴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00 武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1 浠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2 仙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3 咸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04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5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06 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7 襄阳市襄州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08 襄阳市襄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09 襄阳中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 

110 孝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1 孝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12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3 孝感市孝南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14 宣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5 阳新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16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7 宜昌市夷陵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18 宜昌市夷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19 宜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20 宜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1 应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 

122 应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3 远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4 长江航务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满意 

125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6 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7 竹山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28 竹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 

129 秭归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30 鄂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所 满意 补测满意 

13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32 湖北晶恒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补测满意 满意 

133 湖北凯威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 

134 湖北莱珀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满意 



 

— 16 — 

135 湖北省普林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补测满意 

136 湖北夏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补测满意 

137 黄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38 黄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补测满意 

139 建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40 荆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所 满意 补测满意 

141 南漳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42 潜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43 锐德检测认证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 

144 石首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45 随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 

146 随州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47 天门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满意 

148 武汉市汉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49 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50 武汉市硚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51 浠水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满意 

152 仙桃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补测满意 

153 咸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54 咸宁市咸安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 

155 孝昌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 

156 英山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满意 

157 英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58 云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59 郧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满意 / 

160 钟祥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满意 

161 红安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 

162 鹤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不满意 / 

163 湖北国正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补测不满意 满意 

164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补测不满意 补测不满意 

165 湖北以勒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不满意 

166 来凤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不满意 / 

167 武汉市黄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不满意 / 

168 

枣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湖北省摩擦材料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补测不满意 / 

169 枣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补测不满意 / 

备注：“/”表示为不具备该项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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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的测量能力验证 

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1 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2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 武汉科信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 湖北亮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 十堰市精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 阳新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7 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8 襄阳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9 十堰首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0 武汉市忱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 松滋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2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3 武汉市节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14 湖北同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5 襄阳汉江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6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洲分公司 满意 

17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18 陆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9 九方安达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荆门分公司 满意 

20 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21 湖北建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2 黄石市颐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3 湖北清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4 湖北东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5 宜昌筑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6 钟祥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27 湖北华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8 湖北省建筑材料节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29 武汉建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0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31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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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武汉洪东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3 十堰市工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 满意 

34 陆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襄阳实验室 满意 

35 湖北楚天卓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6 湖北倍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7 湖北天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8 神农架锦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9 湖北楚晟科路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满意 

40 湖北信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1 武汉至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2 襄阳富思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3 江汉油田电兴电气检测中心潜江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44 襄阳三方缘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5 武汉长信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6 湖北一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7 钟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48 武汉市中心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9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鄂州实验室 满意 

50 仙桃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51 中诚锦建（湖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2 襄阳起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3 湖北中冶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4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孝感分公司 满意 

55 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6 武汉市明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7 湖北江汉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8 湖北天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9 武汉市鑫龙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0 武汉华中科大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61 湖北唯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2 武汉至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满意 

63 保康县智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64 武汉市东西湖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65 襄阳科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66 湖北信通通信有限公司计量检测中心 满意 

67 襄阳志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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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湖北佳立得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9 湖北威兰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0 湖北科臻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1 湖北建夷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72 孝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73 湖北中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74 武汉泰祥鑫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5 老河口市先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6 湖北随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7 湖北优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8 湖北联德顺真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9 元本检测（荆州）有限公司 满意 

80 湖北神龙工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1 湖北华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2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3 湖北省精量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4 天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85 湖北大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6 湖北恒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7 黄梅县建筑工程材料检测中心 满意 

88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宜昌实验室 满意 

89 九方安达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90 武汉中和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1 湖北蓝森林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2 陆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阳逻实验室 满意 

93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材站 满意 

94 湖北兴建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5 武汉恒信德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6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97 湖北兴建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沌口分公司 满意 

98 武汉大恒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9 十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100 湖北天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01 武汉市正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02 潜江市四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03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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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湖北百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105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湖北省农药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满意 

106 黄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107 湖北诚信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08 谷城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109 武汉博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0 湖北建研科峰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1 襄阳市正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2 武汉华中智能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3 咸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114 武汉市科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5 湖北鼎力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6 湖北华瑞卓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7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武湖实验室 满意 

118 湖北国恒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19 孝感市光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网物资设备材料检测分公司 补测满意 

120 丹江口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121 湖北诚达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2 枣阳市鼎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3 湖北起航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4 湖北德高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5 麻城市方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6 武汉市深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7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孝感实验室 补测满意 

128 湖北鹏发同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29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襄阳实验室 补测满意 

130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31 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32 襄阳东磊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33 三亚市吉奥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荆门检测室 补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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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热塑性塑料管材、管件维卡软化温度的测定 

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1 湖北天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 武汉市科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 湖北唯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 荆门市新晨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 湖北国恒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 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7 湖北起航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8 襄阳起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 湖北威兰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 中诚锦建（湖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1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 湖北万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满意 

13 武汉中和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4 湖北倍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5 襄阳科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16 武汉科大联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7 湖北恒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8 保康县智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19 湖北中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20 三亚市吉奥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荆门检测室 满意 

21 湖北一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2 湖北鼎力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3 湖北天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24 武汉至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5 湖北兴建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沌口分公司 满意 

26 湖北蓝森林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7 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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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湖北大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9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30 湖北亮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1 武汉市三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32 湖北德高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3 湖北省宜昌市鼎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34 湖北正平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5 湖北联德顺真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6 武汉市鑫龙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7 九方安达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荆门分公司 满意 

38 武汉武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39 湖北建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0 武汉华中科大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41 武汉科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2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43 武汉岩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4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孝感分公司 满意 

45 武汉市深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6 宜昌金地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满意 

47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满意 

48 武汉大恒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9 鄂州市弘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0 宜城市守信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1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2 武汉建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3 湖北衡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夷陵区分公司 满意 

54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恩施实验室 满意 

55 湖北东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6 武汉市东西湖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57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8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武昌实验室 满意 

59 湖北省精量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0 湖北诚信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1 湖北正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2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63 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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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65 湖北兴建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6 湖北铁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7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宜昌实验室 满意 

68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武湖实验室 满意 

69 咸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70 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1 武汉长信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2 湖北华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3 湖北楚晟科路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满意 

74 襄阳三方缘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5 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76 湖北科臻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7 襄阳汉江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8 武汉市中威科信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9 襄阳东磊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80 武汉工控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1 武汉市明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2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湖北省农药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满意 

83 湖北交投智能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84 湖北同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5 孝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86 荆门市工业产品质量检验所(湖北省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87 武汉市中心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8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89 湖北鹏发同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0 武汉市正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1 湖北大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92 湖北衡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补测满意 

93 襄阳志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94 湖北倍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补测满意 

95 武汉市忱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96 阳新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97 武汉洪东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98 十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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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襄阳实验室 补测满意 

100 麻城市方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01 武汉润置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02 武汉泰祥鑫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03 襄阳富思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104 湖北信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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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软件功能性及易用性测试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1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湖北 WTO/TBT 通报咨询中心） 满意 

2 湖北中新科维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 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满意 

4 湖北星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5 武汉迎风聚智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6 湖北华仲软件测评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7 湖北软件评测中心 满意 

8 湖北科鉴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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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低温试验/泄漏（接触）电流的测定 

能力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结论 

低温试验 泄漏（接触）电流 

1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2 十堰市工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 补测满意 / 

3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湖北

省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补测满意 / 

5 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 

7 湖北华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8 湖北交投智能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 

9 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10 广电计量检测（武汉）有限公司 满意 / 

11 武汉诚盛精科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 

12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满意 

13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满意 补测满意 

14 武汉武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补测满意 / 

15 武汉市鑫宇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补测满意 

16 湖北机电院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17 

武汉市仪器仪表研究所（武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仪表站） 

满意 / 

18 武汉信测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 

20 武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21 湖北信通通信有限公司计量检测中心 满意 / 

25 武汉瀚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26 

中国船舶工业武汉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

检测中心 

补测满意 / 

27 湖北碧城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 

28 武汉致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29 武汉金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30 黄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满意 满意 

31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32 孝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33 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34 武汉恒准计量试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35 武汉雷电防护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满意 满意 

36 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满意 补测满意 

备注：“/”表示为不具备该项目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