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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认检〔2021〕23 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情况的通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各检验检

测机构：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

理的实施方案》（沪府发〔2018〕38 号），规范检验检测市场，

促进行业质量提升，根据《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我局于 2020 年组织开展了上海

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能力验证组织情况

本年度能力验证共设“纺织品沾水等级的测定”等 10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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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17 项检测参数，分别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等

10 家技术机构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参加范围为获得上海市相关项

目资质认定（CMA）的检验检测机构以及承担我局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任务的相关检测机构。按照检测参数统计，共有 979 家次机构

参加能力验证，覆盖防疫物资、食品农产品、生态环境、电子电

器、建材产品等重点领域。

二、能力验证评定结果

能力验证评定结果分为“满意”“可疑”“不满意”。经统

计，评定结果为“满意”的机构共 878 家次，满意率为 89.7％；

评定结果为“可疑”的有 47 家次，可疑率为 4.8％；评定结果为

“不满意”的有 54 家次，不满意率为 5.5％。

评定结果为“可疑”“不满意”的参加机构按照要求进行了

整改，并由各项目承担单位通过补测等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了确

认。

能力验证统计情况请见《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

证评定结果统计表》（附件 1），各参加机构评定结果和整改确

认情况请见《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各项目评定结

果》（附件 2）。

三、现场核查情况

我局组织对参加机构相关项目参数的资质认定能力保持情况

和检验检测过程的规范性开展了现场技术核查，按照随机原则，

合计抽查 437 家次，核查内容包括检测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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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检测方法、原始记录、质量控制、结果报告等方面。

经过现场核查，共发现 450 个问题，主要包括人员能力不足、

场所和环境设施不符合要求、仪器设备管理存在漏洞、检验检测

方法偏离、原始记录信息不全面、质量控制不到位和管理体系运

作不规范等。我局对其中问题较为严重、不满足资质认定要求情

形的 8家参加机构要求限期改正，对 1 家涉嫌违法违规的参加机

构移送相关区市场监管局进一步调查处理。

四、结果处理意见

根据《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

办法》和《实验室能力验证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出如下处

理意见：

（一）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满意”的参加机构，且相关项

目参数所涉及的人员、仪器设备、环境设施、检验检测依据等能

力条件未发生显著变化的，在 2年内可以免于该项目参数的本市

资质认定现场评审。

（二）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可疑”“不满意”的参加机构，

经整改后通过的，自收到我局整改确认通知书之日起可恢复对外

出具相关项目参数的具有社会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三）未按照规定参加能力验证（名单见附件 3），或者整

改仍然不通过的参加机构，即日起应当取消其相关项目参数的资

质认定能力，不得对外出具相关项目参数的具有社会证明作用的

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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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现场核查发现的问题，参加机构应当认真分析原

因，采取切实有效的纠正措施自行整改，并保存相关整改记录，

后续监管检查时作为重点核查内容。

（五）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委托、授权或者指定检验检

测任务时，应当优先选择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满意”的检验检

测机构，并对评定结果为“可疑”“不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依

法予以限制。

（六）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落实属地化监管职责，对未按照

规定参加能力验证，现场核查发现问题较多，以及能力验证评定

结果为“可疑”“不满意”的参加机构，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强

跟踪检查。

附件：1．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评定结果统

计表

2．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各项目评定

结果

3．未按规定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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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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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评定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参加机构数 满意机构数 可疑机构数 不满意机构数

1 纺织品沾水等级的测定 沾水等级 33 32 0 1

2 蔬菜中多菌灵含量的测定 多菌灵 36 34 0 2

3
葡萄酒中总糖、山梨酸、赭

曲霉毒素 A含量测定

总糖 29 28 1 0

山梨酸 66 56 6 4

赭曲霉毒素 A 37 35 2 0

4 化妆品中镉的测定 镉 37 34 3 0

5 金属材料板材室温拉伸试验

抗拉强度 Rm 106 93 3 10

下屈服强度 ReL 103 93 5 5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 82 75 3 4

断后伸长率 A 103 92 6 5

6 钢绞线拉伸试验

整根钢绞线最大力 Fm 44 38 1 5

0.2%屈服力 Fp0.2 43 38 3 2

最大力总伸长率 Agt 43 40 0 3

7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有机质 60 54 0 6

8 废气中一氧化氮的测定 一氧化氮 104 87 12 5

9 电压暂降抗扰度测试 电压暂降 25 24 0 1

10 电气产品电气强度测试 电气强度 28 25 2 1

合 计 979 878 4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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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
各项目评定结果

一、纺织品沾水等级的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广检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 上海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 上海尼圣可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 恒标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7 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满意

8 上海鉴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 满意

9 高迪谛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0 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1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2 劭实检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3 颛泓（上海）测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4 瀚莎测试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5 上海远东正大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16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7 华帛纺织质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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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8 上海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19 上海恒仓质量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0 优力胜邦质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中纺联检（上海）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2 上海科恳检验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3 飞迪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4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满意

25 上海奥吉思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6 上海启恒户外用品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7 上海天伟质量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8 优联（上海）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9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30 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江月路900号） 满意

32 上海爱丽纺织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二、蔬菜中多菌灵含量的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上海谱实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2 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不满意
整改通过；

食品承检机构

3 国锦（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4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

5 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6 南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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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7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8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9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0 上海德诺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1 上海德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12 上海格瑞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3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4 上海科立特农产品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

15 上海市崇明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

16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7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上海市副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8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9
上海源本食品质量检验有限公司（上海市营养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1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2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

23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4 腾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

25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6 中检科（上海）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27 上海稞莱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

28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

29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30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31 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32 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西郊实验室） 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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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33
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民生路实

验室）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34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35 上海市金山区计量质量检测所 满意 自愿参加

36
上海科茂粮油食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上海市粮油制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注：1．“食品承检机构”表示市市场监管局明确的食品承检机构；
2．“自愿参加”表示非资质认定的项目、参数。

三、葡萄酒中总糖、山梨酸、赭曲霉毒素 A含量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总糖 山梨酸

赭曲霉

毒素 A

1 优力胜邦质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 不满意 / 整改通过

2
上海市嘉定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计量质量检验检测所）
可疑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3 上海德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4
上海科茂粮油食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市粮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食品承检机构

5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满意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食品承检机构

6 广检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可疑 / 整改通过

7 南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8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可疑 / 整改通过

9 上海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10 上海稞莱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可疑 / 整改通过

11
上海科立特农产品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12 上海市浦东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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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总糖 山梨酸

赭曲霉

毒素 A

13 东方美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14 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5 国锦（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6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满意 /

17 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 / 满意 满意

18 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19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0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1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2 上海德诺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3 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 满意 /

24 上海格瑞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5 上海工微所科技有限公司 / 满意 /

26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27 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28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29 上海市崇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30 上海市崇明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满意 /

31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32 上海市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33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34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35 上海市金山区计量质量检测所 满意 满意 /

36 上海市金山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

37 上海市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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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总糖 山梨酸

赭曲霉

毒素 A

38 上海市静安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

39
上海市酒类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上海市酒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40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

市闵行区卫生检验所）
/ 满意 /

41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 满意 /

42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43 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44 上海市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45 上海市青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46 上海市青浦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

47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48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上海市副食品质量

监督检验站）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49 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50 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满意

51 上海市徐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52 上海市徐汇食品药品检验所 / 满意 /

53 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满意 /

54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55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56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57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满意 满意

58
上海源本食品质量检验有限公司（上海

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59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60 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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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总糖 山梨酸

赭曲霉

毒素 A

61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62 腾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 满意 满意

63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64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65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食品承检机构

66 中检科（上海）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注：“食品承检机构”表示市市场监管局明确的食品承检机构。

四、化妆品中镉的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可疑 整改通过

2 上海市徐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 可疑 整改通过

3 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4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5 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分析测试中心 满意

6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苍梧路） 满意

7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满意

8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9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10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1 上海王奇实业有限公司 满意

12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13 中检科（上海）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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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4 上海谱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5 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16 上海市崇明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17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8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9 腾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0 上海晓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中优安评（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2 广检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3 国锦（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4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5 优力胜邦质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6 上海市静安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27 南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8 上海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9 上海为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0 上海德诺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1 上海市徐汇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3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3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月路900号） 满意

34 东方美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5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平庄西路 3086 号） 满意

36 上海市浦东食品药品检验所 满意

37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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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属材料板材室温拉伸试验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检测中心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1
上海宝隧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未参加补测）

2
上海正平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可疑

整改未通过

（未参加补测）

3
上海诚云建设工程质量有

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整改通过

4
上海宝冶工业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5
上海科准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 满意 整改通过

6
鑫歆杰质量检测（上海）有

限公司
不满意 可疑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7
上海中济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可疑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8
上海建崴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不满意 可疑 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9
上海建洋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可疑 / 满意 整改通过

10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11
上海松江新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12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整改通过

13
上海众贤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不满意 满意 / 满意 整改通过

14
上海倾谊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不满意 整改通过

15
上海天籁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整改通过

16 上海星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可疑 满意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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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17
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复兴

西路）
满意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18
上海宝峒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19
上海市欣宇建设工程检测

试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20
上海闵平工程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
可疑 满意 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21
上海市中民防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22
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可疑 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23
上海标济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可疑 整改通过

24
上海言鼎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可疑 满意 / 满意 整改通过

25
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崧春

路）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26
上海天复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27
上海豪米建设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28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万荣路）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29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江月路）
满意 / / 满意

30
上海市供水水表强制检定

站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1
上海市政工程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2 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3 上海岙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

34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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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35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6
深圳市水务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满意 / / /

37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8

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上海奉贤分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39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0 上海公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1
上海中咨安通工程质量建

材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2
上海申科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3
上海缘合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44
上海静协工程质量检测咨

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5 上海城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6
上海乾维嘉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7
任扬检测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48
上海洪栋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49

上海市工具工业研究所（上

海市工具五金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

满意 / / /

50
上海航源港口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1
上海新地海洋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52 上海烁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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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53
上海新高桥凝诚建设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4
艾普拉斯（上海）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5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6
上海振华重工机械设备服

务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7
上海长柠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8 上海远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59 上海美路工程勘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0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1
上海青浦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2 上海君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3
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4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

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65 上海雷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66
上海隧道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7 上海彤深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8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69 上海启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70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宛平南路）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1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申富路）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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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72
上海金山公路试验测试中

心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3
上海建科深水港检验有限

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74
上海金悦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75
上海苏科建筑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6
上海灵鹿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7
上海闵衡建筑检测研究所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8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79
上海立胜工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0 上海永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1
上海建耘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82
上海同磊土木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3
上海闵天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站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4 上海惠浦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5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6
上海黄浦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7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88
上海崇明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89
上海金山建强工程质量检

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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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抗拉

强度 Rm

下屈服

强度ReL

规定塑

性延伸

强度 Rp0.2

断后

伸长率A

90
上海同标质量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1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

公司检测中心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2
上海虹口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3
上海航空材料结构检测股

份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4
上海华捷检测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5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6
上海市爱轲城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7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98
上海铁大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99
上海众合检测应用技术研

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100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101 上海源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102
上海诚恒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 满意

103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104
上海市紧固件和焊接材料

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105
上海功大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六、钢绞线拉伸试验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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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整根钢

绞线最

大力 Fm

0.2%

屈服力

Fp0.2

最大力

总伸长

率 Agt

1 上海公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2 上海金悦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 / 整改未通过

3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4 上海铁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可疑 满意 整改未通过

5 上海永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可疑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6 上海长柠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满意 满意 整改通过

7 上海建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可疑 可疑 满意 整改通过

8 上海科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9 上海惠浦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0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1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2 上海航源港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3 上海言鼎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4 上海建科深水港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5 上海申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6 上海黄浦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7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8 上海城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19 上海苏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0 上海众合检测应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1 上海源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2 上海乾维嘉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3 上海市政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4 上海新高桥凝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5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6 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40329&code=160901340400&unitname=%E4%B8%8A%E6%B5%B7%E5%85%AC%E6%8C%AF%E5%BB%BA%E7%AD%91%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9%87%91%E9%83%BD%E8%B7%AF208%E5%8F%B74%E5%B9%A2%E3%80%815%E5%B9%A2%E3%80%816%E5%B9%A2&tel=6490865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B4%87%E6%98%8E%E5%8E%BF%E5%9F%8E%E6%A1%A5%E9%95%87%E4%B8%9C%E9%97%A8%E8%B7%AF%EF%BC%91%EF%BC%90%EF%BC%91%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20521&code=170902340341&unitname=%E4%B8%8A%E6%B5%B7%E9%87%91%E6%82%A6%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5%8F%8B%E4%B8%9C%E8%B7%AF18%E5%8F%B75%E5%B9%A2B%E5%8C%BA&tel=24285266&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5%85%83%E6%B1%9F%E8%B7%AF%EF%BC%95%EF%BC%95%EF%BC%90%EF%BC%90%E5%8F%B7%E7%AC%AC%EF%BC%91%E5%B9%A2%EF%BC%A2%EF%BC%91%EF%BC%94%EF%BC%95%E5%AE%A4&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MATTEO000000000000000000065690&code=160916300799&unitname=%E4%B8%8A%E6%B5%B7%E9%87%91%E8%89%BA%E6%A3%80%E6%B5%8B%E6%8A%80%E6%9C%A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5%AF%8C%E9%94%A6%E8%B7%AF885%E5%8F%B7%E5%AE%9D%E9%92%A2%E8%82%A1%E4%BB%BD%E5%8E%82%E5%8C%BA%E5%86%85%E7%BB%8F%E5%85%AD%E8%B7%AFBDC103%E5%8A%9E%E5%85%AC%E7%94%9F%E6%B4%BB%E6%A5%BC,%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5%8D%8E%E7%BF%94%E8%B7%AF3801%E5%8F%B723%E5%B9%A2%E5%8E%82%E6%88%BF,%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7%89%A1%E4%B8%B9%E6%B1%9F%E8%B7%AF1508%E5%8F%B7%E8%88%AA%E8%BF%90%E5%A4%A7%E5%8E%A6%E4%BA%94%E6%A5%BC2201%E5%AE%A4&tel=021-26647549&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7%89%A1%E4%B8%B9%E6%B1%9F%E8%B7%AF%EF%BC%91%EF%BC%95%EF%BC%90%EF%BC%98%E5%8F%B7%E8%88%AA%E8%BF%90%E5%A4%A7%E5%8E%A6%E4%BA%94%E6%A5%BC%EF%BC%92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MATTEO000000000000000000058658&code=160901340372&unitname=%E4%B8%8A%E6%B5%B7%E9%93%81%E5%A4%A7%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7%9C%9F%E5%8D%97%E8%B7%AF%EF%BC%95%EF%BC%90%EF%BC%90%E5%8F%B7%EF%BC%93%EF%BC%98%E5%B9%A2%E4%B8%80%E6%A5%BC%E3%80%81%E4%BA%8C%E6%A5%BC&tel=51030737&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7%9C%9F%E5%8D%97%E8%B7%AF%EF%BC%95%EF%BC%90%EF%BC%90%E5%8F%B7%EF%BC%93%EF%BC%98%E5%B9%A2%E4%B8%80%E6%A5%BC%E3%80%81%E4%BA%8C%E6%A5%BC&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06692&code=160920341366&unitname=%E4%B8%8A%E6%B5%B7%E6%B0%B8%E5%9B%BA%E6%A3%80%E6%B5%8B%E6%8A%80%E6%9C%A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8D%8E%E6%96%B0%E9%95%87%E5%87%A4%E4%B8%AD%E8%B7%AF399%E5%8F%B720%E5%B9%A2&tel=59775866&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8D%8E%E6%96%B0%E9%95%87%E5%87%A4%E4%B8%AD%E8%B7%AF%EF%BC%93%EF%BC%99%EF%BC%99%E5%8F%B7%EF%BC%92%EF%BC%90%E5%B9%A2&jccp=&jcxm=&jcbz=5224&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48238&code=180901340743&unitname=%E4%B8%8A%E6%B5%B7%E9%95%BF%E6%9F%A0%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5%8C%97%E7%BF%9F%E8%B7%AF1556%E5%BC%8480%E5%8F%B7%E7%AC%AC4%E5%B9%A2&tel=62206026&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9%97%B5%E5%8C%97%E8%B7%AF%EF%BC%98%EF%BC%98%E5%BC%84%EF%BC%91%EF%BC%8D%EF%BC%93%EF%BC%90%E5%8F%B7%EF%BC%92%EF%BC%92%E5%B9%A2%EF%BC%A4%EF%BC%A1%EF%BC%91%EF%BC%91%EF%BC%90%E5%AE%A4&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936&code=170901340557&unitname=%E4%B8%8A%E6%B5%B7%E5%BB%BA%E5%B4%B4%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5%BA%9C%E6%9D%91%E8%B7%AF350%E5%8F%B71%E5%B1%82&tel=52042872&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8%99%B9%E5%8F%A3%E5%8C%BA%E5%B9%BF%E4%B8%AD%E8%B7%AF%EF%BC%94%EF%BC%90%E5%8F%B7%EF%BC%A2%EF%BC%8D%EF%BC%90%EF%BC%92%E5%AE%A4&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5998&code=150902340815&unitname=%E4%B8%8A%E6%B5%B7%E7%A7%91%E5%87%86%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6%96%B0%E8%BE%BE%E8%B7%AF1111%E5%8F%B71%E5%B9%A2%E7%AC%AC%E4%BA%8C%E5%B1%82&tel=021-69723029&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6%96%B0%E8%BE%BE%E8%B7%AF%EF%BC%91%EF%BC%91%EF%BC%91%EF%BC%91%E5%8F%B7%EF%BC%91%E5%B9%A2%E7%AC%AC%E4%BA%8C%E5%B1%8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525&code=160901340499&unitname=%E4%B8%8A%E6%B5%B7%E6%83%A0%E6%B5%A6%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5%BA%B7%E6%A1%A5%E4%B8%9C%E8%B7%AF568%E5%8F%B7%E7%BB%BC%E5%90%88%E6%A5%BC%E4%B8%80%E6%A5%BC&tel=58558055&belongunitaddr=%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5%BA%B7%E6%A1%A5%E4%B8%9C%E8%B7%AF%EF%BC%95%EF%BC%96%EF%BC%98%E5%8F%B7%E7%BB%BC%E5%90%88%E6%A5%BC%E4%B8%80%E6%A5%BC&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6104&code=160901340974&unitname=%E4%B8%8A%E6%B5%B7%E6%B5%A6%E5%85%AC%E6%A3%80%E6%B5%8B%E6%8A%80%E6%9C%A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9%87%91%E9%A1%BA%E8%B7%AF22%E5%8F%B74%E5%B9%A2101%E5%AE%A4,%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B7%9D%E5%AE%8F%E8%B7%AF699%E5%8F%B77%E5%B9%A2&tel=33828365&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B7%9D%E5%AE%8F%E8%B7%AF%EF%BC%96%EF%BC%99%EF%BC%99%E5%8F%B7%EF%BC%97%E5%B9%A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377&code=180902341216&unitname=%E4%B8%8A%E6%B5%B7%E5%B8%82%E5%B8%82%E6%94%BF%E5%85%AC%E8%B7%AF%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B4%87%E6%98%8E%E5%8C%BA%E6%BB%A8%E6%B4%AA%E8%B7%AF18%E5%8F%B74%E5%B9%A2,%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9%87%91%E9%83%BD%E8%B7%AF618%E5%8F%B73%E5%B9%A2%E5%8F%B7&tel=021-6895319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BE%90%E6%B1%87%E5%8C%BA%E5%BB%BA%E5%9B%BD%E8%A5%BF%E8%B7%AF%EF%BC%96%EF%BC%90%EF%BC%99%E5%8F%B7%EF%BC%91%E5%B9%A2%EF%BC%91%EF%BC%90%EF%BC%91%E5%AE%A4&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594&code=180902340468&unitname=%E4%B8%8A%E6%B5%B7%E8%88%AA%E6%BA%90%E6%B8%AF%E5%8F%A3%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4%B8%9C%E5%A1%98%E8%B7%AF140%E5%8F%B717%E5%B9%A21%E5%B1%82%E3%80%8118%E5%B9%A23%E5%B1%82%E5%92%8C6%E5%B1%82%E3%80%8119%E5%B9%A22%E5%B1%82&tel=58785225&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4%B8%9C%E5%A1%98%E8%B7%AF%EF%BC%91%EF%BC%94%EF%BC%90%E5%8F%B7%EF%BC%91%EF%BC%97%E5%B9%A2%EF%BC%91%E5%B1%82%E3%80%81%EF%BC%91%EF%BC%98%E5%B9%A2%EF%BC%93%E5%B1%82%E5%92%8C%EF%BC%96%E5%B1%82%E3%80%81%EF%BC%91%EF%BC%99%E5%B9%A2%EF%BC%92%E5%B1%8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4115&code=180902340758&unitname=%E4%B8%8A%E6%B5%B7%E8%A8%80%E9%BC%8E%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A4%96%E9%9D%92%E6%9D%BE%E5%85%AC%E8%B7%AF4690%E5%8F%B73%E5%B9%A2&tel=021-59798786&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A4%96%E9%9D%92%E6%9D%BE%E5%85%AC%E8%B7%AF%EF%BC%94%EF%BC%96%EF%BC%99%EF%BC%90%E5%8F%B7%EF%BC%93%E5%B9%A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033&code=170901341470&unitname=%E4%B8%8A%E6%B5%B7%E5%BB%BA%E7%A7%91%E6%B7%B1%E6%B0%B4%E6%B8%AF%E6%A3%80%E9%AA%8C%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8D%97%E6%B1%87%E6%96%B0%E5%9F%8E%E9%95%87%E5%8D%97%E8%8A%A6%E5%85%AC%E8%B7%AF%EF%BC%91%EF%BC%98%EF%BC%98%EF%BC%95%E5%8F%B7&tel=58078638&belongunitaddr=%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8D%97%E6%B1%87%E6%96%B0%E5%9F%8E%E9%95%87%E5%8D%97%E8%8A%A6%E5%85%AC%E8%B7%AF%EF%BC%91%EF%BC%98%EF%BC%98%EF%BC%95%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0694&code=180901340937&unitname=%E4%B8%8A%E6%B5%B7%E7%94%B3%E7%A7%91%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A4%96%E9%9D%92%E6%9D%BE%E5%85%AC%E8%B7%AF5399%E5%8F%B71%E5%B9%A21%E6%A5%BC%EF%BC%8C2%E6%A5%BCA%E3%80%81B%E3%80%81D%E3%80%81E%E3%80%81F%E5%8C%BA&tel=3988396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5%A4%96%E9%9D%92%E6%9D%BE%E5%85%AC%E8%B7%AF%EF%BC%95%EF%BC%93%EF%BC%99%EF%BC%99%E5%8F%B7%EF%BC%91%E5%B9%A2%EF%BC%91%E6%A5%BC%EF%BC%8C%EF%BC%92%E6%A5%BC%EF%BC%A1%E3%80%81%EF%BC%A2%E3%80%81%EF%BC%A4%E3%80%81%EF%BC%A5%E3%80%81%EF%BC%A6%E5%8C%BA&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1845&code=160902340858&unitname=%E4%B8%8A%E6%B5%B7%E9%BB%84%E6%B5%A6%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BB%84%E6%B5%A6%E5%8C%BA%E6%99%AE%E8%82%B2%E4%B8%9C%E8%B7%AF%EF%BC%91%EF%BC%95%E5%8F%B7&tel=021-33760994&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BB%84%E6%B5%A6%E5%8C%BA%E6%99%AE%E8%82%B2%E4%B8%9C%E8%B7%AF%EF%BC%91%EF%BC%95%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3977&code=160901340998&unitname=%E4%B8%8A%E6%B5%B7%E4%BC%97%E6%9D%90%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BC%A0%E6%B1%9F%E9%AB%98%E7%A7%91%E6%8A%80%E5%9B%AD%E5%8C%BA%E8%94%A1%E4%BC%A6%E8%B7%AF1623%E5%8F%B71%E5%B9%A2,%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6%B0%91%E9%9B%B7%E8%B7%AF928%E5%8F%B7,%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AE%8F%E7%A5%A5%E5%8C%97%E8%B7%AF83%E5%BC%8438%E5%8F%B7&tel=021-50680082&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B7%9D%E6%B2%99%E8%B7%AF%EF%BC%91%EF%BC%90%EF%BC%99%EF%BC%98%E5%8F%B7%EF%BC%98%E5%B9%A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1927&code=150902340366&unitname=%E4%B8%8A%E6%B5%B7%E5%9F%8E%E6%A0%A1%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BA%B7%E6%A1%A5%E9%95%87%E5%BA%B7%E6%A1%A5%E4%B8%9C%E8%B7%AF%EF%BC%91%EF%BC%93%EF%BC%96%EF%BC%95%E5%BC%84%EF%BC%92%EF%BC%90%E5%8F%B7&tel=54106720&belongunitaddr=%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5%BA%B7%E6%A1%A5%E4%B8%9C%E8%B7%AF%EF%BC%91%EF%BC%93%EF%BC%96%EF%BC%95%E5%BC%84%EF%BC%92%EF%BC%90%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1911&code=170912340542&unitname=%E4%B8%8A%E6%B5%B7%E8%8B%8F%E7%A7%91%E5%BB%BA%E7%AD%91%E6%8A%80%E6%9C%AF%E5%8F%91%E5%B1%95%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6%83%A0%E5%8D%97%E9%95%87%E5%9B%AD%E8%A5%BF%E8%B7%AF108%E5%8F%B7%EF%BC%93%E5%B9%A2&tel=58412494&belongunitaddr=%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AE%A3%E6%A1%A5%E9%95%87%E6%B2%AA%E5%8D%97%E5%85%AC%E8%B7%AF%EF%BC%98%EF%BC%96%EF%BC%96%EF%BC%96%E5%BC%84%EF%BC%92%E5%8F%B7%EF%BC%94%E6%A5%BC&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2284&code=150901340806&unitname=%E4%B8%8A%E6%B5%B7%E4%BC%97%E5%90%88%E6%A3%80%E6%B5%8B%E5%BA%94%E7%94%A8%E6%8A%80%E6%9C%AF%E7%A0%94%E7%A9%B6%E6%89%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6%99%AE%E9%99%80%E5%8C%BA%E6%B2%AA%E5%A4%AA%E8%B7%AF1016%E5%8F%B7,%E5%AE%9D%E5%B1%B1%E5%8C%BA%E7%9C%9F%E5%A4%A7%E8%B7%AF556%E5%8F%B7%E7%94%B2%E5%8F%B7%E6%A5%BC&tel=65220121&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6%B2%AA%E5%A4%AA%E8%B7%AF%EF%BC%91%EF%BC%90%EF%BC%91%EF%BC%96%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2009&code=150902340761&unitname=%E4%B8%8A%E6%B5%B7%E6%BA%90%E6%AD%A3%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5%AF%8C%E9%94%A6%E8%B7%AF922%E5%8F%B7&tel=36215301&belongunitaddr=%E5%AE%9D%E5%B1%B1%E5%8C%BA%E5%AF%8C%E9%94%A6%E8%B7%AF%EF%BC%99%EF%BC%92%EF%BC%92%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2366&code=170901340537&unitname=%E4%B8%8A%E6%B5%B7%E4%B9%BE%E7%BB%B4%E5%98%89%E5%BB%BA%E7%AD%91%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98%89%E5%AE%9A%E5%8C%BA%E5%AE%9D%E5%AE%89%E5%85%AC%E8%B7%AF4756%E5%8F%B72%E5%B9%A2&tel=021-5950751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98%89%E5%AE%9A%E5%8C%BA%E5%AE%89%E4%BA%AD%E9%95%87%E5%AE%9D%E5%AE%89%E5%85%AC%E8%B7%AF%EF%BC%94%EF%BC%97%EF%BC%95%EF%BC%96%E5%8F%B7%EF%BC%92%E5%B9%A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1124&code=160920340931&unitname=%E4%B8%8A%E6%B5%B7%E5%B8%82%E6%94%BF%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4%B8%AD%E5%BF%83%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6%96%B0%E9%AA%8F%E7%8E%AF%E8%B7%AF700%E5%8F%B75%E5%B9%A2%E8%A5%BF%E4%BE%A7%E8%A3%99%E6%A5%BC%E3%80%813%E5%B9%A2%E5%85%A8%E5%B9%A2&tel=5500962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D%A8%E6%B5%A6%E5%8C%BA%E5%9B%BD%E5%BA%B7%E8%B7%AF%EF%BC%93%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1148&code=180912341583&unitname=%E4%B8%8A%E6%B5%B7%E6%96%B0%E9%AB%98%E6%A1%A5%E5%87%9D%E8%AF%9A%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8%A1%8C%E5%8D%97%E8%B7%AF349%E5%BC%8450%E5%8F%B72%E5%B9%A21~2%E5%B1%82&tel=50402235&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9%87%91%E8%BF%8E%E8%B7%AF%EF%BC%92%EF%BC%95%EF%BC%95%E5%8F%B7%EF%BC%94%E5%B9%A2%EF%BC%91%EF%BC%90%EF%BC%97%E5%AE%A4&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60187&code=160901340500&unitname=%E4%B8%8A%E6%B5%B7%E5%90%8C%E7%BA%B3%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6%9F%B3%E5%9B%AD%E8%B7%AF599%E5%8F%B7,%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5%8F%A4%E6%B5%AA%E8%B7%AF415%E5%BC%846%E5%8F%B7&tel=021-62847111&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9%AE%E9%99%80%E5%8C%BA%E5%8F%A4%E6%B5%AA%E8%B7%AF%EF%BC%94%EF%BC%91%EF%BC%95%E5%BC%84%EF%BC%96%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59535&code=150901340483&unitname=%E4%B8%8A%E6%B5%B7%E4%B8%AD%E6%B5%8B%E8%A1%8C%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5%92%A8%E8%AF%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D%A8%E6%B5%A6%E5%8C%BA%E5%86%9B%E5%B7%A5%E8%B7%AF2390%E5%8F%B712%E5%B9%A2&tel=65583430&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9D%A8%E6%B5%A6%E5%8C%BA%E5%86%9B%E5%B7%A5%E8%B7%AF%EF%BC%92%EF%BC%93%EF%BC%99%EF%BC%90%E5%8F%B7%EF%BC%91%EF%BC%92%E5%B9%A2&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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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整根钢

绞线最

大力 Fm

0.2%

屈服力

Fp0.2

最大力

总伸长

率 Agt

27 上海静协工程质量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8 上海铁建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29 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0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1 上海标济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2
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3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4 上海隧道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5 上海鹿亭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6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宛平南路75号） 满意 满意 满意

37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申富路568号） 满意 满意 满意

38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39 上海灵鹿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40 上海中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41 上海倾谊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42 上海诚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43 上海功大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44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满意 满意

七、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谱环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2 上海申丰地质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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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18700&code=170901341456&unitname=%E4%B8%8A%E6%B5%B7%E5%80%BE%E8%B0%8A%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5%92%A8%E8%AF%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D%92%E6%B5%A6%E5%8C%BA%E6%B2%AA%E9%9D%92%E5%B9%B3%E5%85%AC%E8%B7%AF6007%E5%8F%B7&tel=33865953&belongunitaddr=%E9%9D%92%E6%B5%A6%E5%8C%BA%E6%B2%AA%E9%9D%92%E5%B9%B3%E5%85%AC%E8%B7%AF%EF%BC%96%EF%BC%90%EF%BC%90%EF%BC%97%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MATTEO000000000000000000054809&code=150901340410&unitname=%E4%B8%8A%E6%B5%B7%E8%AF%9A%E4%BA%91%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B4%A8%E9%87%8F%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8C%97%E8%94%A1%E9%95%87%E8%8E%B2%E6%BA%AA%E8%B7%AF1288%E5%8F%B7&tel=021-68925188&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5%8C%97%E8%94%A1%E9%95%87%E8%8E%B2%E6%BA%AA%E8%B7%AF%EF%BC%91%EF%BC%92%EF%BC%98%EF%BC%98%E5%8F%B7&jccp=&jcxm=&jcbz=21839&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100000016712&code=180921341565&unitname=%E4%B8%8A%E6%B5%B7%E5%8A%9F%E5%A4%A7%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6%A3%80%E6%B5%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5%AE%9D%E7%A5%81%E8%B7%AF638%E5%8F%B7&tel=021-36161266&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5%AE%9D%E5%B1%B1%E5%8C%BA%E5%AE%9D%E7%A5%81%E8%B7%AF638%E5%8F%B7&jccp=&jcxm=&jcbz=5224&signname=
http://search.scjgj.sh.gov.cn/wzhd/zjcx/rzjgcx/jlrzjg_xx.jsp?id=MATTEO000000000000000000053902&code=150902340853&unitname=%E4%B8%8A%E6%B5%B7%E5%BB%BA%E7%A7%91%E6%A3%80%E9%AA%8C%E6%9C%89%E9%99%90%E5%85%AC%E5%8F%B8&unitaddr=%E7%94%B3%E5%AF%8C%E8%B7%AF568%E5%8F%B7,%E7%94%B3%E5%85%89%E8%B7%AF8%E5%8F%B7,%E5%90%91%E9%98%B3%E8%B7%AF201%E5%BC%8465%E5%8F%B7,%E5%AE%9D%E5%AE%89%E5%85%AC%E8%B7%AF4900%E5%8F%B7&tel=54831042&belongunitaddr=%E4%B8%8A%E6%B5%B7%E5%B8%82%E9%97%B5%E8%A1%8C%E5%8C%BA%E7%94%B3%E6%97%BA%E8%B7%AF%EF%BC%95%EF%BC%91%EF%BC%99%E5%8F%B7%EF%BC%92%E5%B9%A2%EF%BC%A1%E5%BA%A7&jccp=&jcxm=&jcbz=5224&sig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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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3 上海奕茂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4 上海博优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5 上海市青浦区环境监测站 不满意 整改通过

6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7 泛亚中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 上海利元环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 上海市青浦区食用农产品检测中心 满意

10 上海谱实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11 恺时浦（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2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都会路2059号） 满意

13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满意

14 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5 上海源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6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7 上海锐浦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18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9 上海启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0 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上海爱迪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2 上海谱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3 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24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5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26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27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8 上海绿环商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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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29 上海德诺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0 苏伊士环境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1 上海格瑞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32 璞焕环境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3 环楚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4 博慧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5 格林斯凯（上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36 上海鉴海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7 上海外高桥保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38 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39 上海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0 上海创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1 顶柱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42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3 上海巨浪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44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45 上海净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46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47 上海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8 上海市闵行区动植物检测检验中心 满意

49 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 满意

50 上海为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1 上海市崇明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52 上海垄中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3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54 上海诚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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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55
上海市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上海市嘉定区

农产品检测中心）
满意

56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检测实验室 满意

57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8 上海新节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9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春路1288号） 满意

60 上海清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满意

八、废气中一氧化氮的测定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上海威正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2 上海焱晶燃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3 苏伊士环境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4 上海市建材行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不满意 整改通过

5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不满意 整改通过

6 上海市环境监测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7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8 上海新节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9 上海巨浪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10 上海市虹口区环境监测站 可疑 整改通过

11 上海博优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12 上海恒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13 上海青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14 上海绿邹检测技术中心 可疑 整改通过

15 上海天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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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6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检测实验室 可疑 整改通过

17 璞焕环境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8 环楚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9 上海申丰地质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满意

20 上海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上海谱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2 上海市长宁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23 博慧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4 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25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疾病预防控制所 满意

26 上海泓旻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27 上海绿环商品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8 上海市静安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29 上海弋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30 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31 上海为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2 上海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3 上海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4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5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南片） 满意

36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37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8 上海源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39 上海锐浦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40 格林斯凯（上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满意

41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春路）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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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42 上海思爱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43 上海启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4 上海思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45 上海源净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满意

46 上海化学工业区医疗急救站 满意

47 上海市闵行区环境监测站（南片红园路） 满意

48 上海聚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49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北片） 满意

50 上海利元环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1 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业环境监测站 满意

52 源科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53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满意

54 上海翔浩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满意

55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6 上海市青浦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57 上海晋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58 上海市松江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59 上海济生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0 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61 上海沪东医院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62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3 上海王奇实业有限公司 满意

64 上海市闵行区环境监测站（莘凌路） 满意

65 上海敏友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66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环境监测站 满意

67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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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68 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69 富嗣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70 上海市黄浦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71 上海源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72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73 上海康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74 上海汇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75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76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满意

77 亦海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78 上海市杨浦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79 上海市崇明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80 上海清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满意

81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监测站（上海市宝山区辐射管理所） 满意

82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满意

83 上海华闵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4 上海凯源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5 上海裕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6 上海爱迪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87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88 上海市金山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89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90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都会路） 满意

91 上海经威能源计量中心 满意

92 上海市嘉定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93 上海欧萨评价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 30 —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94 上海新金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95 上海市徐汇区环境监测站 满意

96 恺时浦（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97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98 上海轻工环境保护压力容器监测总站 满意

99 埃欧孚（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0 顶柱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满意

101 上海奕茂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2 上海创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3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九、电压暂降抗扰度测试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上海优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通过

2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上海市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3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4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5 欧陆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6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7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满意

8 必维欧亚电气技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9 上海同耀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0 鹏睿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1 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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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兴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3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 满意

14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满意

15 上海新蓦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6 上海市安全防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岳阳路76号） 满意

17 上海市安全防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毕升路339号） 满意

18 上海创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9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0 上海电气输配电试验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上海浩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22 必维诚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3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满意

24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满意

25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十、电气产品电气强度测试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1 上海浩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不满意
整改未通过

（未参加补测）

2 上海优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3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可疑 整改通过

4 东方美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5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满意

6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万荣路918号） 满意

7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月路900号）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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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加机构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8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苍梧路381号） 满意

9 上海市电话交换机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10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1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上海市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12 安姆斯质量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3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4 必维欧亚电气技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5 上海同耀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16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7 欧陆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8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19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满意

20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满意

21 上海市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22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 满意

23 瀚莎测试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4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满意

25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自愿参加

26 上海市安全防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满意

27 上海隧道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满意

28 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满意

注：“自愿参加”表示非资质认定的项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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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按规定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未参加的项目 对应的检验检测依据

1
上海越景建筑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金属材料板材室温拉

伸试验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部分：

室温试验方法》

2
上海同标质量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
钢绞线拉伸试验

GB/T 21839—2019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

GB/T 5224—201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3
上海美路工程勘

测有限公司
钢绞线拉伸试验

GB/T 21839—2019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

GB/T 5224—201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4

上海市松江区食

用农产品安全监

督检测中心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6—2006 《土壤检测 第 6部分：土壤 有

机质的测定》

5

上海市无委无线

电检测实验室有

限公司

电压暂降抗扰度测试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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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委，市农业

农村委，市药品监管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