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水中生化需氧量考核满意监测站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北京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津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生态环境部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

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石家庄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秦皇岛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秦皇岛市抚宁区环境监控中心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环境监控中心 

邯郸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邯郸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省邢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邢台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保定市环境监控中心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张家口市环境监测站 

河北省张家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省承德环境监测中心 

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 

沧州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衡水市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景县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故城县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安平县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冀州区环境监控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河北省衡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山西省太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阳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长治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晋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晋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运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忻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临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生态环境监测站 

乌审旗环境监测站 

伊金霍洛旗生态环境监测站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生态环境监测站 

辽宁 

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大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鞍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抚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本溪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丹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辽宁省营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阜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辽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铁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朝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葫芦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四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梨树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吉林省通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白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松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延边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鸡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鹤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双鸭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大庆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佳木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牡丹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黑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绥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兰西县环境监测站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上海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环境监测站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无锡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徐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常州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淮安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盐城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扬州环境监测中心 

扬州市江都环境监测站 

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泰州环境监测中心 

宿迁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服务中心 

江苏省宿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宁波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乐清市环境监测站 

泰顺县环境监测站 

苍南县环境监测站 

温州市鹿城区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温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嘉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浙江省绍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浦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金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龙游县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衢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台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丽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芜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怀远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蚌埠市环境监测站 

淮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安徽省马鞍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淮北市生态环境局濉溪生态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淮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铜陵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黄山市环境监测站 

滁州市环境监测站 

天长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阜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宿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监测站 

六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蒙城县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池州市东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池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宣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福建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站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州市长乐环境监测站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省厦门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莆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三明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泉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漳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南平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龙岩环境监测中心站 

宁德市蕉城环境监测站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西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南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景德镇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萍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江西省九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新余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鹰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赣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吉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宜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上饶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 

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淄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枣庄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烟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潍坊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济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南四湖东平湖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泰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威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日照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临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德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聊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滨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菏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环境监测站 

河南省郑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开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洛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平顶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安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鹤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新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河南省焦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许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漯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信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济源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 

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十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宜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鄂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孝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松滋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冈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随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恩施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门市环境监测站 

湖南 

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长沙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衡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邵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岳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常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张家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益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湖南省郴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怀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娄底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湘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东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 

广州开发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东省韶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站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光明分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大鹏分站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汕头市生态环境龙湖监测站 

广东省汕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汕头市生态环境澄海监测站 

广东省佛山生态环境监测站 

佛山市禅城生态环境监测站 

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江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门市新会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湛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肇庆市鼎湖区环境监测站 

肇庆市广宁生态环境监测站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 

怀集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广东省惠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梅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汕尾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广东省河源生态环境监测站 

清远市清新区环境监测站 

清远市清城区环境监测站 

清远市环境监测站 

连州市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 

中山市环境监测站 

潮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潮州市潮安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云浮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南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 

五指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站 

重庆 
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川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 

成都市金牛区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四川省成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自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攀枝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泸州市江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四川省德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绵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广元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遂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内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威远县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南充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仁寿县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眉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宜宾市筠连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宜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宜宾市珙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宜宾市长宁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广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达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雅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巴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阿坝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甘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凉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贵州 

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贵阳环境监测中心 

贵阳市南明区环境监测站 

六盘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遵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铜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黔西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毕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黔东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黔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凯里市环境监测站 

云南 

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昆明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曲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保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镇雄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丽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普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临沧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楚雄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红河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文山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大理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德宏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迪庆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西藏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陕西 

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铜川市环境监测站 

宝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陕西省咸阳市环境监测站 

渭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汉中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神木市环境监测站 

榆林市环境监测总站 

安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商洛市环境监测站 

甘肃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甘肃省兰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甘肃省嘉峪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金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白银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天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武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张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平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酒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定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陇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临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甘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青海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大通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海东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银川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石嘴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吴忠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固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中卫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克拉玛依市环境科研监测中心站 

吐鲁番市环境监测站 

哈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塔城地区环境监测站 

阿勒泰地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第一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生态环境监测站 

新疆石河子市环境监测站(兵团第八师) 

 

  



 

 

附件 2： 

2021 年水中生化需氧量考核满意社会化机构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北京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水环境监测中心昌平分中心 

天津 天津市利维特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 

河北正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中旭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卓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雅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磊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 

山西久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科利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泽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清帆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蓝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元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伟华检测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菁茵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碧霄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华都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内蒙古 

内蒙古瑞普精准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意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路易精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 
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振兴环保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沈阳圣源水务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精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中北方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万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辽宁环科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华电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辽宁筑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鹏宇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吉林 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蔚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大庆中环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黑龙江蔚风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江苏 

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全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皓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启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国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南通海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淮安淮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南大盐城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麟技术检测鉴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康瑞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瓯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求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州利升检测有限公司 

湖州舒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格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台州市绿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天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安徽 

合肥海正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中科澄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新力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相和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基越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奥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环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精检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安徽博信检测有限公司 

合肥市城市排水监测中心 

福建 

福建拓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阳检测有限公司 

漳州科全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漳州市予恒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九 0二地质大队环境监测院 

山东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衡立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泰思特（青岛）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尚石民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烟台恒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嘉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弘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 

中节能（河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铝长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乾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德之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嘉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河南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环宜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焦作市和盛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光远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洁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叁点壹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南阳三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洁泓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楚江环保有限公司 

武汉科想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练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谱育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九泰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守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竟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 

中大检测(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弘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云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宇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湘中博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州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罗湖分站 

广东吉之准检测有限公司 

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湛江）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广物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高标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荣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绿保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广西博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华投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安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西弘远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西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钦州监测站 

百色市绿城环境监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态兴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泰检监测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 

海南绿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力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重庆佳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斯坦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旭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通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华展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风行绿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 

四川中环联蜀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九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佳怡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同一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四川唐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国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成检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沐萱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四川洁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环华盛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宏茂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省雨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科检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蓉诚优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鑫硕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铸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百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众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立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德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绵阳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恒宇环境节能检测有限公司 

广元天平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东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精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创智惠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睿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深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宜宾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宜宾雨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 

贵州瑞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双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昆明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云南红塔蓝鹰纸业有限公司 

云南正通检测有限公司 

昭通市鼎安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中测华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工勘院环境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盾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国土资源部西安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有限公司） 

陕西源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森美佳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华康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甘肃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国土资源部兰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甘肃省中心实验室） 

甘肃华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云腾环境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酒泉市清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晟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华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 

青海天普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昊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州绿南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 

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西部第三方检测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中科精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测衡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华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安谱检测有限公司 

吴忠市科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力源信德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恒泰职业环境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乌鲁木齐优尼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 3： 

 2021 年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考核满意监测站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北京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津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生态环境部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石家庄市环境监控中心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秦皇岛市环境监控中心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秦皇岛市抚宁区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邯郸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邯郸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邢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邢台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保定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张家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省承德环境监测中心 

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沧州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廊坊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廊坊市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景县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武邑县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冀州区环境监控中心 

衡水市阜城县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衡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枣强县环境监测站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深州市分局 

山西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山西省太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阳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长治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晋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朔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晋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运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忻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临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生态环境监测站 

克什克腾旗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站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监测站 

伊金霍洛旗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生态环境监测站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生态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生态环境监测站 

辽宁 

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大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鞍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抚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本溪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丹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营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阜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辽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盘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铁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朝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葫芦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四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梨树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吉林省辽源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通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松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延边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鸡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鹤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双鸭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伊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佳木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七台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牡丹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黑龙江省黑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兰西县环境监测站 

黑龙江省绥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上海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环境监测站 

南京市浦口区环境监测站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无锡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徐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淮安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盐城环境监测中心 

扬州市江都环境监测站 

江苏省扬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泰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宿迁环境监测中心 

宿迁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服务中心 

浙江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宁波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泰顺县环境监测站 

苍南县环境监测站 

平阳县环境监测站 

瑞安市环境监测站 

温州市鹿城区环境监测站 

温州市瓯海区环境监测站 

温州市洞头区环境监测站 

乐清市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浙江省温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嘉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浙江省绍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金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磐安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浦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兰溪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龙游县环境监测站 

浙江省衢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台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肥东县环境监测站 

湾沚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芜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蚌埠市环境监测站 

固镇县环境监测站 

怀远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淮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马鞍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淮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淮北市生态环境局濉溪生态环境监测站 

铜陵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黄山风景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黄山市环境监测站 

歙县环境监测站 

滁州市环境监测站 

全椒县环境监测站 

天长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阜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宿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监测站 

合肥市巢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六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利辛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涡阳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蒙城县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池州市东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池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宣城市宣州区环境监测站 

安徽省宣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福建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州市长乐环境监测站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厦门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省莆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三明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泉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漳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南平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龙岩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宁德市蕉城环境监测站 

江西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南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景德镇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萍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九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新余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鹰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赣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吉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宜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抚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上饶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 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淄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淄博市临淄区环境监测站 

山东省枣庄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东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烟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潍坊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济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南四湖东平湖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泰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威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日照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临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德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聊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滨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菏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郑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环境监测站 

河南省开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洛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平顶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安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鹤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新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焦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许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漯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商丘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河南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南省济源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西平县环境监测站 

湖北 

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十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环境监测站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宜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鄂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松滋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荆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黄冈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咸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随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恩施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门市环境监测站 

仙桃市环境监测站 

湖南 

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长沙市浏阳生态环境监测站 

湖南省长沙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衡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邵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岳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常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张家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益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郴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怀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娄底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湖南省湘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东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州市花都区环境监测站 

广州开发区环境监测站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 

广东省韶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光明分站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罗湖分站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汕头市潮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汕头市生态环境龙湖监测站 

广东省汕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东省佛山生态环境监测站 

佛山市禅城生态环境监测站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恩平市环境监测站 

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 

江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门市新会区环境监测站 

开平市环境监测站 

廉江市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湛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肇庆市广宁生态环境监测站 

肇庆市鼎湖区环境监测站 

肇庆市德庆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惠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惠州市惠城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惠州市惠阳区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兴宁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广东省梅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汕尾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广东省河源生态环境监测站 

阳西县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阳江生态环境监测站 

清远市环境监测站 

清远市清城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 

中山市环境监测站 

潮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潮州市潮安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揭阳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云浮生态环境监测站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南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 

澄迈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儋州市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重庆 
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丰都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川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成都市金牛区环境监测站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成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自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攀枝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德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绵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广元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遂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内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乐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南充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眉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仁寿县环境监测站 

宜宾市筠连生态环境监测站 

宜宾市珙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宜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广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达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阿坝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甘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凉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贵州 

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贵阳市南明区环境监测站 

贵阳环境监测中心 

六盘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遵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江口县环境监测站 

铜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黔西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毕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黔东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黔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凯里市环境监测站 

云南 

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昆明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曲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保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永善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镇雄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丽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普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临沧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楚雄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禄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红河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文山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大理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德宏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怒江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迪庆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西藏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西藏自治区拉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陕西 

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铜川市环境监测站 

宝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陕西省咸阳市环境监测站 

渭南市临渭区环境监测站 

渭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汉中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绥德县环境监测站 

榆林市环境监测总站 

神木市环境监测站 

安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商洛市环境监测站 

甘肃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甘肃省兰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嘉峪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金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白银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天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武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张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平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酒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酒泉市玉门生态环境监测站 

甘肃省庆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定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陇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省临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青海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大通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青海省西宁市环境监测站 

海东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银川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吴忠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固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中卫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克拉玛依市环境科研监测中心站 

吐鲁番市环境监测站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哈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第一监测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生态环境监测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生态环境监测站 

   

 

  



 

 

附件 4： 

2021 年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考核满意社会化机构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北京 
北京市水环境监测中心昌平分中心 

中科辐环境检测（北京）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利维特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市宇相津准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昶海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斯坦德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 

河北润峰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创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斯坦德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中旭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正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超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政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方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雅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同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中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河北磊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市正能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清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京瑞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 

太原碧蓝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久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立德佳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科利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泽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山西清帆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元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蓝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伟华检测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菁茵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西省地质矿产局二一三实验室 

山西华都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内蒙古 

内蒙古八思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瑞普精准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意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路易精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 

沈阳圣源水务有限公司 

沈阳振兴环保有限公司 

沈阳泽尔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华一检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精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环科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万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辽宁华电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辽宁科维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辽宁筑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营口洁瑞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鹏宇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吉林 

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司 

吉林市楷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黑龙江 
大庆中环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黑龙江蔚风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中心化学实验室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江苏 

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环境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环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祥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羲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诺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久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恩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坤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国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华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淮安翔宇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淮安淮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金麟技术检测鉴定集团有限公司 

泰科检测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举世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方露检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广测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康瑞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瓯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泓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求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州利升检测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湖州舒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舜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浙江科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环资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绿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台州格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智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大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天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斯坦德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海正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世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和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国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威正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工和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新力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迈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国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天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华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泰思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辰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基越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奥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肥铭志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鹊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池州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城市排水监测中心 

福建 福建恒信环保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南平兴利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 
南昌市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江西纵横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测试中心 

青岛衡立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尚石民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蓝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恒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 

潍坊市方正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久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诺正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绿水青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嘉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弘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国评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惠鲁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铝长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乾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嘉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洛阳德之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天高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邺都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和盛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中方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地矿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光远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洁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叁点壹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微米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洁泓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环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相融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创诚石油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科想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博源中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华信理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绅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竟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衡安注安师事务有限公司 

湖南 

中大检测(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中测湘源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华弘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坤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佳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泰华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湖南云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西南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昌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宇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湘中博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实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广州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深圳市水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中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创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普诺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佛山中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东青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东利检测（广东）有限公司 

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湛江）有限公司 

广东惠利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华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科华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广物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华投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科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广西绿保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西中兴检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高标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环境分析测试中心 

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华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西安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弘远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西林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蓝海洋检测有限公司 

百色市绿城环境监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泰检监测有限公司 

品创检测（广西）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 

海南绿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佳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佳怡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通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科检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雨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溯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四川沐萱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国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四川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鑫硕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九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中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中环联蜀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中坚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海关技术中心 

成都华展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旭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佳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盛安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众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百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中环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立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沃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绵阳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德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恒宇环境节能检测有限公司 

广元天平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遂宁市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东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精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创智惠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中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骋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 

贵州海美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 

云南尚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昆明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天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红塔蓝鹰纸业有限公司 

云南正通检测有限公司 

昭通市鼎安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驭腾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盾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铎鑫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区中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中测华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工勘院环境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森美佳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凯伟胜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延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陕西华康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甘肃众仁检验检测中心 

国土资源部兰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甘肃省中心实验室） 

甘肃华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云腾环境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酒泉市清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中德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海慧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 
青海众鑫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百灵天地生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所属省份 单位名称 

青海天普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省核工业检测试验中心 

青海中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州绿南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环境分析测试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 

西部第三方检测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华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安谱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测衡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中科精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银川监测站 

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净之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吴忠市科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恒泰职业环境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优尼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广宇众联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