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实验室代码
1 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工人疗养院 室间质评 sc010004
2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14
3 三六三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18
4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22

5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四川
省第二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费

sc010027

6 新津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30
7 崇州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31
8 四川宝石花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032
9 成飞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34
10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38
11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45
12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59
13 彭州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60
14 崇州市怀远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10061
15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10065
16 成都恒博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066
17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0五地质 室间质评 sc010067
18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068
19 成都锦欣妇产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072
20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76

21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金堂县妇女儿童医
院）

室间质评
费

sc010081

22 西南兵工成都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83
23 成都心血管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85
24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生殖妇幼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89
25 西南石油大学 室间质评 sc010090
26 成都市武侯区第五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097
27 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03
28 成都金沙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12
29 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14
30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15
31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17
32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24
33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128
34 攀钢集团成都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32
35 川大华西医学检测所 室间质评 sc010134
36 成都市温江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35
37 成都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42
38 蒲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44
39 成都市九星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49
40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52
41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53
42 成都市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54
43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57
44 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59
45 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163
46 成都复兴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66
47 成都宝石花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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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成都市温江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10172
49 邛崃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74
50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75
51 成都成华戈韦尔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76
52 大邑望县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77
53 大邑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78
54 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180
55 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10191
56 成都交通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193
57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御河社区卫生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010195
58 成都市关怀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02
59 成都五块石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05
60 成都市成华区圣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208
61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209
62 成都锦欣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13
63 成都锦欣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14
64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23
65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228
66 西南财经大学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29
67 蒲江县鹤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233
68 成都长江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34
69 成都市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38
70 都江堰宁江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39
71 四川大学望江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43
72 成都市成华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10249
73 成都成华双水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58
74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61
75 成都市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64
76 成都棕南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69
77 成都天大不孕不育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70
78 四川省志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72
79 西南财经大学医院（柳林校区） 室间质评 sc010274
80 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75
81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10280
82 成都双楠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85
83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 室间质评 sc010287
84 蒲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291
85 彭州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292
86 成都慈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293
87 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308
88 成都高新天仁清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10
89 成都臻熙健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12
90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室间质评 sc010313
91 成都成华时友东区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15
92 四川师范大学 室间质评 sc010318
93 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19
94 成都市精神病院 室间质评 sc010323
95 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34
96 成都仁品耳鼻喉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35
97 成都锦欣沙河堡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44
98 四川中医肝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45



99 都江堰鹏程疼痛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47
100 成都市双流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49
101 成都阴氏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50
102 四川天祥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51
103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58
104 成都中德肾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61
105 金堂县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365
106 成都银康银屑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68
107 成都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69
108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372
109 成都市成华区双桥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374
110 四川华人医联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76
111 成都同昌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78
112 四川洲际胃肠肛门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79
113 成都康福肾脏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81

114
成都东软熙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高
薪荣华北路综合门诊部

室间质评
费

sc010383

115 成都玛丽亚天府妇产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84
116 成都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85
117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86
118 成都武侯军盛癫痫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387
119 彭州市九尺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10388
120 成都市高新区合作社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391
121 成都爱丽美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02

122
四川省东方康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华
门诊部

室间质评
费

sc010404

12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
究所

室间质评
费

sc010405

124 成都好医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06
125 成都海斯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07
126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411
127 金堂仁爱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412
128 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10413
129 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10422
130 成都双流蛟龙港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24
131 成都市成华区保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425
132 成都温江鱼凫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26
133 成都市成华区第六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427
134 四川赫尔森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38
135 成都高新同爱慧康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45
136 成都高新海尔森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49
137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54
138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456
139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10458
140 彭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室间质评 sc010459
141 成都高新中美瑞辰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60
142 成都新生命霍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室间质评 sc010463
143 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10465
14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职工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02
145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06
146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07



147 绵阳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10
148 绵阳市肿瘤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14
149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20220
150 江油市九〇三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25
151 江油市传染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31
152 绵阳市安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020239
153 绵阳富临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20241
154 江油市精神病院 室间质评 sc020243
155 绵阳市肛肠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47
156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48
157 梓潼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20253
158 三台县塔山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20258
159 梓潼县工人医院 室间质评 sc020274

160
北川羌族自治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室间质评
费

sc020276

161 绵阳市游仙区忠兴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20277
162 绵阳长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020282
163 荣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30309
164 荣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30312
165 富顺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30315
166 荣县新城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30317
167 荣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30319
168 富顺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30321
169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01
170 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05
171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09
172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0
173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1
174 盐边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3
175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4
176 米易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5
177 盐边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16
178 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40421
179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室间质评 sc050502

180
泸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泸
州市妇幼保健院、泸州市第二人民医

室间质评
费

sc050503

181 泸州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50507
182 泸州市龙马潭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50512
183 泸州市泸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050521
184 什邡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01
185 绵竹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04
186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09
187 中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10
188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12
189 广汉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14
190 中江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15
191 什邡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21
192 什邡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60630
193 绵竹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33
194 中江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39
195 绵竹仁爱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41



196 德阳市美年大健康体检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060644
197 德阳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60645
198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室间质评 sc060646
199 德阳市旌阳区泰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60651
200 简阳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03
201 安岳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05

202
简阳市贾家中心卫生院（简阳市第二人
民医院）

室间质评
费

sc070712

203 简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70713
204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14
205 资阳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15
206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20
207 安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70725
208 安岳县通贤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70731
209 安岳县永清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70733
210 乐至县精神卫生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070736
211 安岳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37
212 安岳县康复医院 室间质评 sc070740

213
简阳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射洪坝门
诊部

室间质评
费

sc070752

214 资阳市雁江区中和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70755
215 青川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80814
216 青川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80824
217 广元市利州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080829
218 旺苍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80831
219 广元市昭化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080834
220 青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080837
221 广元美年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门诊部 室间质评 sc080839
222 遂宁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05
223 遂宁市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06
224 大英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09
225 遂宁九九健康体检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19
226 大英君珉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24

227
蓬溪县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蓬溪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费

sc090930

228 蓬溪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33
229 遂宁市民康医院 室间质评 sc090936
230 射洪县仁和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90938
231 遂宁市安居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090942
232 蓬溪县任隆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090948
233 内江市东兴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01002
234 隆昌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01011
235 威远县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01013
23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01021
237 资中资州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101023
238 四川基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01025
239 资中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01026
240 内江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门诊 室间质评 sc101027
24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03
242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06
243 夹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08



244 井研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12
24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23
246 五通桥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39
247 四川峨眉山佛光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11155
248 乐山市五通桥区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56
249 乐山鲍氏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乐山嘉定医 室间质评 sc111157
250 乐山瑞和医院 室间质评 sc111158

251
马边彝族自治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室间质评
费

sc111159

252 乐山友安老年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11170
253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111171
254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01
255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09
256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14
257 宜宾市南溪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20
258 长宁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21
259 江安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22
260 筠连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26
261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 sc121235
262 宜宾和康白花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36
263 宜宾中康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38
264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121241
265 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45
266 宜宾大房医院（普通合伙） 室间质评 sc121246
267 宜宾市工人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52
268 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21255
269 宜宾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21262
270 仁寿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31317
271 眉山肿瘤医院 室间质评 sc131319
272 眉山蕴缨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31326
273 彭山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31327
274 青神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31330
275 洪雅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31332
276 丹棱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31360
277 武胜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41409
278 岳池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41413
279 武胜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41419
280 邻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41421
281 广安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41423
282 广安正康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141424
283 巴中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03
284 南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04
285 通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05
286 通江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51508
287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09

288
巴中市精神卫生中心（巴中市巴州区第
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费

sc151512

289 巴中市巴州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51513
290 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51516
291 巴中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51517
292 平昌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18



293 巴中市恩阳区文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51519
294 巴中巴州北门医院 室间质评 sc151523
295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04
296 南充市第五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05
297 南部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08
298 西充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10
299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11
300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 室间质评 sc161612
301 营山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14
302 阆中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17
303 南充市高坪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20
304 西充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23
305 南部县中仁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 sc161628
306 南充市嘉陵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161629
307 南充市高坪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室间质评 sc161636
308 西充康桥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43
309 阆中名城医院 室间质评 sc161645
310 大竹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03
311 达州市通川区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08
312 万源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09
313 宣汉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13
314 达州华康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25
315 达州市通川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32
316 渠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33
317 开江复康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71734
318 渠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35
319 达州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171737
320 开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171738
321 开江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39
322 渠县中润医院（普通合伙企业） 室间质评 sc171742
323 达州紫荆妇产医院 室间质评 sc171743
324 雅安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01
325 雅安市名山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03
326 汉源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06
327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10
328 雅安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16
329 雅安恒博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19
330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20
331 雅安河北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27
332 雅安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28
333 雅安德仁医院 室间质评 sc181830
334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01
335 阿坝州林业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02
336 九寨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06
337 小金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07
338 九寨沟县中藏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09
339 金川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10
340 若尔盖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11
341 茂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20
342 阿坝县藏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21
343 马尔康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191922



344 小金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 sc191923
345 会东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02
346 德昌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05
347 冕宁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08
348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09
349 盐源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11
350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16
351 德昌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22
352 美姑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24
353 冕宁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30
354 凉山彝族自治州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33
355 西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 sc212136
356 盐源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 sc212139

357
西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西昌市精神病专
科医院）

室间质评
费

sc212149

358 攀枝花市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 sc999906
359 泸州市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 sc999923
360 丹棱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999929
361 通江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999936
362 江油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999950
363 安岳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 sc999952


	DownLoad_18111_2020 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