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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卫计办〔2018〕18 号 

成都市卫计委 成都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2018 年卫生计生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事局、财政金融局，

各区（市）县卫计局、财政局，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卫生计生监

督抽检计划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8〕139 号）、《四川省

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关于印发 2018 年卫生监督抽检计划的通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成 都 市 财 政 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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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川卫办发〔2018〕10 号）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性体检等三项工作的通知》（国卫财务发

〔2017〕6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组织制定了我市 2018

年卫生计生监督抽检计划。现印发你们，请按照要求组织保障

实施。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是各级政府推行的新的监管工作机制，

国家、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均下达了年度卫生计生监督抽检

计划，各区（市）县卫计局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各级

卫计监督执法机构和综合执法改革区（市）承担卫计监督抽检

任务的执法机构，是履行“双随机”抽检任务的主体责任单

位，要认真梳理国抽、省抽工作内容要求，统筹安排，确保本

底清楚、全面完成。具体任务见附件。 

二、提高效率，确保按时报送 

2018 年国抽任务已通过成都市卫生计生监督信息系统下

达，各级监督机构系统管理员接收任务后，送同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组织实施；省抽任务待明确后将统一在信息系统下达；

市抽任务将结合工作实际，与省抽任务同步下达。各级卫生计

生监督机构要率先落实国抽计划，2018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上半

年监督抽检信息报送工作；2018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游泳场所

监督抽检信息报送工作；2018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下半年监督

抽检信息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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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执法支队要对各区（市）县上报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汇

总、统计、核实、分析和上报，做好监督抽检工作业务指导和

技术支持，并按照附件中各专业监督抽检计划按时报送工作总

结。 

三、分级履职，做好抽检公示 

市疾控中心负责 2018 年市本级监督抽检任务涉及的现场采

样、卫生检验、检测等工作，并应在采样后 15 日内出具检测报

告；区（市）县疾控中心没有取得合法检验检测资质认证的，

应当由主体责任单位委托具有合法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进行检测，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的合法性要求。市本级和各区

（市）县在抽查任务完成后，要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

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当地官方网站依法向社会公

开。 

四、提供支持，做好经费保障 

各区（市）县要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预防性体检等三项工作的通知》（国卫财务发〔2017〕61

号）要求，自 2018 年起，切实落实卫生计生监督抽检等相关工

作经费，将其纳入区（市）县财政预算安排，对完成监督抽检

任务所需的车辆、人员、技术服务等予以保障，确保运用具有

法定资质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的检验检测结果，实现依法、科

学、精准的监督执法管理。 

五、守纪执纪，加强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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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任务责任单位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落实抽

检任务，严格监督执法抽检纪律，不得擅自减少或更换执法人

员和点位；坚守党风廉政纪律，严格按程序要求，公开、公

正、公平选择信誉好、能力强、符合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

构，要加强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现场作业条件的考察，依照合同

（协议）监督其履行职责义务，保证抽检检测结果的法定效

力；强化结果运用，对抽检不合格单位依法进行查处并列入重

点信用监管单位。 

联系人： 

公共场所  杨云杰

电话及传真：86276316 

邮箱：hjwsjddd@163.com 

生活饮用水  谭志斌

电话及传真：86276316 

邮箱：hjwsjddd@163.com 

涉水产品  谭  杨

电话：86273217、86276316（传真） 

邮箱：hjwsjddd@163.com 

学校卫生  苏小兰

电话：86272106 

邮箱：cdwsjd3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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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1 游泳场所 
辖区内全部人工游泳场所（包括学校内游

泳场所）。(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抽

取单位为准)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情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

测信息情况； 
7.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

洁情况； 
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情况。 

1.游泳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和尿素； 
2.浸脚池水余氯。 

2 住宿场所 

抽查辖区内总数的 10%。除完成国抽、省

抽任务以外，各区（市）县自行抽取辖区

内三星级以上宾馆 10 家；其他宾馆 10
家。 

1.室内空气中 CO2、甲醛、PM10； 
2.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沐浴场所 
抽查辖区内总数的 10%。除完成国抽、省

抽任务以外，各区（市）县自行抽取辖区

内沐浴场所 10 家。 

1.室内空气中 CO2； 
2.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 
3.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4 美容美发场所

抽查辖区内总数的 10%。除完成国抽、省

抽任务以外，各区（市）县自行抽取辖区

内美容美发场所 10 家。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5 商场(含超市)
辖区内营业面积 2000㎡以上的商场（含超

市）60 户(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抽取

单位为准)。 室内空气中 CO2、甲醛、PM10； 
2.商场（含超市）和电影院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的检测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6 

影剧院、游艺

厅、歌舞厅、

音乐厅 

辖区内影剧院 40 户，游艺厅、歌舞厅、音

乐厅共 80 户。(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

台抽取单位为准) 

7 
候车（机、

船）室 
辖区内候车（机、船）室共 40 户。(以国

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抽取单位为准) 

8 
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 

辖区内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

共 120 户。(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抽

取单位为准)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情况 
2.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

价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注：*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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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涉水产品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 
序号 产品类别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1 输配水设备

辖区内 10 个生产企业，不足的全部抽查，每个企业抽查 1-3 个产品(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抽

取单位为准)。除完成国抽、省抽任务以外，涉及有管材管件生产企业的区（市）县，自行抽取辖区

内管材管件生产企业 3 个，不足的全部抽查，每个企业抽查 1-3 个产品。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产品卫生安全性

检测。 

2 水处理材料

3 化学处理剂

4 水质处理器

辖区内 10 个生产企业，不足的全部抽查，每个企业抽查 1-3 个产品。(以国家、省卫计委信息平台

抽取单位为准)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辖区内有进口水质处理器在华责任单位*的区（市）县负责全部抽检，每个单位抽检 1－3 种产品。 

辖区内 10 个实体经营单位*，含 6 个城市商场、超市或专营商店、4 个乡镇综合或专营市场，不足

的全部抽查，每个单位抽查 1-3 种产品。其中市支队抽 4 个城市商场、超市或专营商店，每个经营

单位抽 1-3 种产品；金牛区、成华区各抽查 1 个城市商场、超市或专营商店，每个经营单位抽 1-3
种产品；郫都区、新都区、龙泉驿区、温江区各抽查 1 个乡镇综合或专营市场，每个单位抽查 1-3
个产品。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辖区内 80 个在主要网络平台从事经销活动的网店*，检查网店所有产品。其中，市支队检查 10 家；

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高新区、武侯区各检查 12 家，不足的全部抽查。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 

5 
现制现售饮

用水自动售

水机 

辖区内 5 个经营单位*，不足的全部抽查，每个单位抽查 1-3 个应用现场。其中，市支队抽查 3 个经

营单位，每个经营单位抽查 1-3 个应用现场；各区（市）县各抽查 1 个经营单位，每个经营单位抽

查 1-3 个应用现场。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出水水质菌落总

数、总大肠菌

群、色度、浑浊

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

pH、耗氧量

等。 

注：*根据各地综合卫生监督档案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掌握的单位底数制定双随机抽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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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传染病防治和消毒产品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 
序

号 
类别 抽查产品数量 检查项目 检测项目 检验/判定依据 承担单位 

1 
消毒 
产品 

监督 5 家经营单位，合计抽查每类

产品数不少于 5 个。 
1.索证情况；2.卫生安全评价报告；3.产
品标签说明书。 

— — 市执法支队 

国家双随机抽中的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每家不少于 1 个相应类别产品 
按国家双随机监督项目执行 

按国家双随机检测

项目执行 
按国家双随机检验/判定依

据执行 
各区（市）县 

辖区内所有婴幼儿卫生用品生产企

业每户至少一个婴幼儿卫生用品产

品 

生产条件、生产过程以及消毒产品标签

和说明书等，重点检查空气消毒设施、

出厂检验报告 

产品微生物指标检

验 

《消毒技术规范》、

GB15979《一次性使用卫

生用品卫生标准》 
各区（市）县 

2 内镜 
抽检不少于 2 条肠镜的消毒效果，

国家双随机传染病卫生专业抽中的

单位如有肠镜必抽 
— 

细菌总数和致病菌

检测 
GB15982-2012《医院消毒

卫生标准》 
各区（市）县 

4 
透析 
用水 

抽检辖区内全部开展血液透析的医

疗机构透析用水 
— 

细菌总数和内毒素

检测 

GB15982-2012《医院消毒

卫生标准》、YY0572-
2015《血液透析及相关治

疗用水》 

各区（市）县 

5 艾滋病 辖区内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

开展艾滋病防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检

查内容包括机构科室、人员、设施设备

是否符合要求，开展咨询检测、建立通

畅的双向转诊机制、及时如实上报 HIV
检测阳性患者信息及实验室能力建设

（病毒载量、CD4 细胞检测）等。 

— — 各区（市）县 

6 
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 

辖区内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

位全覆盖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 
2.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情况 
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 — 各区（市）县 

7 
消毒后出厂

的餐饮具 

辖区内每个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抽检 1-2 个批次出厂的餐饮

具，至少 10 套 

1.出厂的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的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

注相关内容情况 

感官要求、大肠菌

群、沙门氏菌 

GB14934-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消毒餐（饮）

具》 
各区（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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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市级下达区（市）县监督抽检工作任务计划表 
序号 项目类别 抽查比例 监督抽检对象 检查内容 

1 医院院感 

20% 公立机构 
配合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开展医院消毒效

果监督监测。 
10% 民营机构 

2 公共场所 

10% 住宿场所（包括景区民宿） 室内空气、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 

20% 游泳场所 推进游泳池水质在线监测。 

3 学校卫生 10% 

中小学 推进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幼儿园 手卫生、用品用具消毒效果。 

4 健康相关产品 10% 

消毒产品 

消毒灭菌效果、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涉水产品 

5 其他 10% 医疗美容机构 洁净手术室、医疗器械消毒效果监测等。 

注：各区（市）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表中项目（不限于表中所列项目）开展监督抽检工作。 

  



附件 6 

成都市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CMA 资质认证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检测类别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四川国泰民安

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龙大道二段

1666 号科技孵化园 B1
栋 1 号楼 6 楼 2 号 

一、职业卫生化学因素 92 项物理因素 12 项；二、公共场所（室内环境及集

中空调 19 项，顾客用品用具 4 项、游泳场（馆）和公共浴室水质 7 项）；

三、水及涉水产品 46 项；四、洁净场所 3 项；五、环境监测（水和废水 68
项，空气和废气 25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03100481 

2016.9.22-2022.9.21 

2 
四川鸿源环境

检测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三路

4 号 1 栋 3 层 3、4 号 

一、工作场所 162 项；二、生活饮用水 98 项；三、公共场所 34 项；四、学

校卫生 7 项；五、消毒效果监测 15 项；六、放射卫生和环境电离辐射 49
项；七、环境空气和废气 44 项；八、水和废水 75 项；九、噪声 4 项；十、

固体废物 9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12050367 

2016.7.20-2022.7.19 

3 
四川中坚环境

监测服务有限

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

园区华盛路 58 号 27 栋

（B3-3） 

一、公共场所及学校卫生 47 项；二、水及涉水产品 76 项(生活饮用水 61
项、血液透析 1 项，医疗废水 14 项）；三、消毒产品一次性用品及消毒效

果 67 项；四、室内空气 11 项；五、洁净场所 19 项；六、放射卫生 45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72312050043 

2017.1.19-2023.1.18 

4 
成都华亚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青白江区工业集中

发展区大同路 316 号；

CMA 认证地址：成华区

宝耳路 2 号 2 栋 409 

一、电离辐射 2 项；二、放射工作场所 2 项；三、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 8
项；四、非医用设备放射防护检测 7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15340439 

2016.8.29-2022.8.28 

5 
四川鸿进达卫

生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26
号

一、放射卫生防护：放射工作场所防护检测 4 项；医用与非医用设备性能检

测 36 项；二、职业卫生：物理因素检测 10 项；化学因素检测 54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03100405 
2016.12.16-
2022.08.07 

6 
四川以勒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天府生命科技园 B1
栋 702、802 号 

一、职业卫生，化学毒物 208 项，物理因素 18 项，生物指标 17 项；二、消

毒产品与卫生医疗场所 20 项；三、公共卫生 34 项；四、水、废水 197 项；

五、环境大气和废气 69 项；六、噪声和振动 9 项；七、固体废弃物、固体

浸出物 62 项；八、土壤 78 项；九、底质、污泥 21 项；十、环境辐射 2
项；十一、80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03100469 

2016.9.18-2022.9.17 

7 
四川中环康源

卫生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 8 栋 8 层 801 号 
一、放射卫生防护 74 项；二、职业卫生 93 项；三、公共场所卫生 20 项。

环境监测 3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52303100174 
2015.11.30-
2021.11.29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检测类别 证书编号 有效期 

8 
四川省中康环

境技术检测有

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

路 85 号鼎晟国际 A 栋 1
单位 7 楼 13 号 

一、公共卫生：1.水与涉水产品 123 项；2.公共场所与学校卫生 58 项；3.消
毒与灭菌 29 项；4.洁净场所 27 项；5.工作场所 88 项；6.化妆品卫生 11
项。二、民用建筑：1.室内环境 6 项；2.装饰装修材料 26 项。三、环境监

测：1.水和废水 65；2.空气和废气 9 项；3.土壤 7 项；4.环境噪声与振动 4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72312050200 

2017.04.10-2023.4.09 

9 
成都天健新业

环境监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二环路南四

段 2 号 2 栋 2 层 6 号

（永丰大厦 2 号楼 2 楼

6 号） 

一、公共场所（一）公共场所 23 项；（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8 项；二、

水及涉水产品 63 项；三、学校卫生１１项；四、医院消毒卫生（一）洁净

场所 10 项；（二）医疗机构水污染监测 8 项；（三）消毒效果监测 10 项；

五、一次性卫生用品 6 项；六、室内空气 10 项；七、生物安全柜 8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2303100018 

2016.1.11-2022.01.10 

10 
四川世阳卫生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

8 号 
一、放射卫生检测 59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52318100110 

2015.10.21-
2021.10.22 

11 
四川卡夫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天府生命科技园Ｃ

1 栋 502（12 栋 5 楼 502
号） 

一．水质 135 项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52313080230 
2015.11.30-
2021.11.29 

注：以上情况汇总时间截止 2018 年 3 月 1 日，不包括疾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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