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怖床栓聡中心文件

湘栓中学 〔2020〕 13号

湖南省怖床栓聡中心

美子丼展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栓淑1

室同反坪 (EQA)通知

各有美医症机杓 :

核酸栓淑1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碗珍的重要手段。力落共国券院庄対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咲防咲控机tll妹 合俎 《美子逃一歩倣好疫情期同新冠病

毒栓沢1有美工作的逍如》(咲防咲控机+1妹友 〔2020〕 152号 )和

省工生健康委 《美子か張医庁机杓共詮室能力建没》(湘 工函

〔2020〕 217号 )文件要求,更好地了解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 nCoV)核酸栓測反量,湖南省1脂床栓詮

中′む (以 下筒称中′む)受 省工生健康委委托 ,汁支1在仝省

2019-nCoV核酸栓淑1的 共詮室汗展室同反坪 (EQA)活功。



本次 2019…nCoV核酸栓淑I EQA活 功免費。力更好地完成我

省 2019…nCoV核酸脚 l EQA活 功,各参坪共お室汰真対待,評

格接照中′む《湖南省 2019-nCoV核酸栓淑IEQA汁支1(2020)》 (兄

附件 )机行。活功結束后,中 ′む杵本次仝省 2019…nCoV核酸栓淑|

EQA坪介結果′こ体情呪上扱省工生健康委。

附件:1.湖南省 2019…nCoV核 酸栓釧IEQA十支1(2020)

附件:2.湖南省 2019…nCoV核 酸栓淑IEQA参汗単位名単

(177亥て)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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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 2019¨nCoV核酸栓測 EQA tttlJ(2020)

―、2019‐nCoV核酸栓淑lEQA参坪実強室

177家 (暫定 )

二、頻次与批次

(一 )2020年度内牙晨叛次力 1次 (哲定 )

(三■)リキ5イ オ`)ヒ 1計 , 202001‐202005

三、活功吋同

友放叶同:2020年 7月 20日 (哲定 )

栓淑1叶同:牧rll EQA祥本ヌF栓双|

四、回報方式

Iil辻中Jむ 図靖.(、ぃぃv.hnccl.comocn)EQA会長入口逃行図絡

回扱,汗介結果下載与え相同。

五、坪倫林准

(一 )単批号坪介:関性/陶 性

(二 )′こ体筆呆坪介:EQA結果 Jこ体符合率 80%力合格,否

ス1カ 不合格

六、晨坪室負責及瑛系人

皓床免疫反汗室:物雨準

咲系屯活:0731‐85232329

七、其他事項

(一 )祥本属性力液体,元生物借染活性,実詮室庄接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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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借染性祥本対待,操作わえ理 (合医痛友物 )均需符合相

美法規要求。

(二 )中 Jむ 杵委托符合資反的冷従近輸単位配送至1各参与実

聡室。

(三 )2019-nCoV核 酸栓潮lEQA活功回扱裁止叶日、坪介扱

告友放叶同以及祥本的人理、栓淑1等清参兄 EQA活功随附 SOP

文件要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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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 2019-nCoV核酸栓測 EQA参坪単位名単

(177家 )

湖南国昧旅行工生保健中′む 衡陶市中′む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衡rEl市 第二人民医院

K沙市中|や 医院 郡陶嘉康仁販医院 (召I IEl市 中」む医院末院 )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郡rEl市 中lむ 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郡IEl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岳FEl市 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貯瘤医院 岳トロ市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タヨ幼保健院 常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菊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張家界市人民医院

K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益rEl市 第四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菊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益rEl市 中」い医院

湖南省胸科医院 椰州1市第二人民医院

林洲市中′む医院 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菱高等寺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永州1市中′む医院

湖南りT疱大学附属湘末医院 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湘渾市第一人民医院 永州1市 中医医院

湘渾市中′む医院 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準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医菊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南準大学附属南準医院 杯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準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委底市中′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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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 椰州市中医医院

常焦市第四人民医院 林洲市人民医院

常徳湘雅医院 常宇市人民医院

岳陶声済医院 衡末具人民医院

湘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宇多市人民医院

衡IEl市 第一人民医院 召卜末市人民医院

湘渾市ナヨ幼保健院 隆口芸人民医院

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武図市人民医院

K沙市第四医院 石 1可 去人民医院

K沙市第二医院 温芸人民医院

K沙市タヨ幼保健院 安多芸人民医院

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怖温芸人民医院

常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化芸人民医院

博愛湘雅康隻医院 桃江具人民医院

株洲市三二十医院 宇近芸人民医院

召F rEl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 新化芸人民医院

杯化市中医医院 況陵芸人民医院

解放軍96603医 院 ネF llEl芸人民医院

益田市人民医院 召卜陶去人民医院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謹陵市中医院

湘渾市第二人民医院 淑浦姜人民医院

株洲1市第二医院 靖州芸人民医院

杯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姜中医院

藍山芸人民医院 ネF末芸人民医院

茶陵芸人民医院 な不1具人民医院

南姜人民医院 K沙芸タヨ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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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安■人民医院 凩凰暴人民医院

津市市人民医院 衡陶芸人民医院

湘開芸人民医院 桑植■人民医院

怖湘市人民医院 済渓具人民医院

双牌具人民医院 花垣具人民医院

衡山芸人民医院 尤山姜人民医院

未rEl市人民医院 吉首市人民医院

麻 rEl姜人民医院 永州1道具人民医院

桃源姜人民医院 嘉木芸人民医院

皓武芸人民医院 緩宇具人民医院

郡末芸中医院 澁源市人民医院

衡南芸人民医院 安仁芸人民医院

平江芸人民医院 K沙芸第一人民医院

況江市人民医院 新晃芸人民医院

湘夕市人民医院 況陵去中医医院

岳rEl芸人民医院 江永姜人民医院

新宇去人民医院 K沙芸第二人民医院

湘渾芸人民医院 茶陵去中医医院

湘多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化具第二人民医院

済l FEl市 人民医院 汝城具人民医院

新田去人民医院 桂末暴人民医院

洪江市人民医院 委星区人民医院 (委星区タヨ幼保健院 )

城歩■人民医院 双峰具人民医院

新召F芸人民医院 辰渓芸人民医院

瀑口区人民医院 中方芸人民医院

永順去人民医院 湖南基準外医学栓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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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去人民医院 K沙健路医学校蛤実お室

炎陵去人民医院 K沙工共医学校詮所

岳rEl云 渓区人民医院 K沙大地同年医学校聡所

永共芸人民医院 K沙千麦君盛医学校詮所

宜章去人民医院 KttK野医学栓詮央詮室

保靖姜人民医院 人利未来医学校詮所

会同芸人民医院 K沙迪安医学校詮所

主江去人民医院 く沙凱普医学栓詮所

通道具第一人民医院 K沙三二医学栓詮実給室

沢寿具人民医院 K沙金域医学栓詮央詮室

洞口芸人民医院 K沙文迪康医学栓詮実詮室

江争瑶族自治具人民医院 K沙準大梅渓湖医学栓詮央唸室

今水江市人民医院 K沙掟易健康医学校詮実詮室

桂陶芸第一人民医院 K沙核子準職医学栓詮実詮室

湘多市人民医院 K沙山水医学栓雅実聡室

昔丈市人民医院 常徳力源医学栓詮中1い

渕rEl市 中医医院

抄送:省工生健康委、省中医菊管理局 ,

各市州1■生健康委。

湖南省怖床栓詮中
`む
          2020年 7月 13日

`口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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