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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齐河县工业园区西路 1 号 

  

样品类型 工业废气 

  

  

采样日期 2022 年 05 月 17 日 

  

检测日期 2022 年 05 月 17 日~05 月 31 日 

检 测 报 告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A2210504429112b 第 2 页 共 16 页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样品信息： 

样品类型 检测点 采样人员 采样方式 

工业废气 详见（1） 孙全振、徐小龙 连续 

 

受检单位名称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地址 齐河县工业园区西路 1 号 

 

检测结果：  

（1）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上风向

1# 

2022.05.17 

第一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03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171 

QDO5110203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3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04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4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4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4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80 

QDO5110204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2 

QDO5110204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32 

QDO5110204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04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1.3 

QDO5110204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1.3 

QDO5110204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QDO5110204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04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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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上风向

1# 

2022.05.17 

第一次 
气态 

QDO51102049 

QDO51102050 

QDO51102051 

QDO5110205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72 

QDO51102053 

QDO51102054 

QDO51102055 

QDO5110205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2022.05.17 

第二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11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172 

QDO5110211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1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12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2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2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2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89 

QDO5110212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6 

QDO5110212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30 

QDO5110212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12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ND 

QDO5110212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QDO5110212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QDO5110212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12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129 

QDO51102130 

QDO51102131 

QDO5110213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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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上风向

1# 

2022.05.17 

第二次 
气态 

QDO51102133 

QDO51102134 

QDO51102135 

QDO5110213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2022.05.17 

第三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19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192 

QDO5110219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9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20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0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0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0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75 

QDO5110220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4 

QDO5110220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34 

QDO5110220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20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0.8 

QDO5110220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QDO5110220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8 

QDO5110220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20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209 

QDO51102210 

QDO51102211 

QDO5110221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3 

QDO51102213 

QDO51102214 

QDO51102215 

QDO5110221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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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2# 

2022.05.17 

第一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05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11 

QDO5110205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5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06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6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6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6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07 

QDO5110206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9 

QDO5110206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0 

QDO5110206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06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2.7 

QDO5110206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2.0 

QDO5110206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7 

QDO5110206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06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069 

QDO51102070 

QDO51102071 

QDO5110207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97 

QDO51102073 

QDO51102074 

QDO51102075 

QDO5110207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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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2# 

2022.05.17 

第二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13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31 

QDO5110213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3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14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4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4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4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96 

QDO5110214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21 

QDO5110214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38 

QDO5110214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14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4.4 

QDO5110214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3.7 

QDO5110214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7 

QDO5110214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14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149 

QDO51102150 

QDO51102151 

QDO5110215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86 

QDO51102153 

QDO51102154 

QDO51102155 

QDO5110215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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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2# 

2022.05.17 

第三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21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52 

QDO5110221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1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22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2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2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2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17 

QDO5110222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7 

QDO5110222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52 

QDO5110222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22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3.7 

QDO5110222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2.7 

QDO5110222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1.0 

QDO5110222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22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229 

QDO51102230 

QDO51102231 

QDO5110223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64 

QDO51102233 

QDO51102234 

QDO51102235 

QDO5110223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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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3# 

2022.05.17 

第一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07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28 

QDO5110207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7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08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8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8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8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22 

QDO5110208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26 

QDO5110208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2 

QDO5110208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08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1.8 

QDO5110208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1.3 

QDO5110208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5 

QDO5110208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08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089 

QDO51102090 

QDO51102091 

QDO5110209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92 

QDO51102093 

QDO51102094 

QDO51102095 

QDO5110209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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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3# 

2022.05.17 

第二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15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49 

QDO5110215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5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16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6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6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6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09 

QDO5110216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22 

QDO5110216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2 

QDO5110216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16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3.4 

QDO5110216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2.5 

QDO5110216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9 

QDO5110216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16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169 

QDO51102170 

QDO51102171 

QDO5110217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68 

QDO51102173 

QDO51102174 

QDO51102175 

QDO5110217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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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3# 

2022.05.17 

第三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23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11 

QDO5110223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3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24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4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4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4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09 

QDO5110224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8 

QDO5110224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4 

QDO5110224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24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2.7 

QDO5110224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1.8 

QDO5110224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0.9 

QDO5110224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24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249 

QDO51102250 

QDO51102251 

QDO5110225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72 

QDO51102253 

QDO51102254 

QDO51102255 

QDO5110225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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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4# 

2022.05.17 

第一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09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30 

QDO5110209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09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10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0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0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0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98 

QDO5110210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23 

QDO5110210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39 

QDO5110210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10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3.5 

QDO5110210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2.0 

QDO5110210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1.5 

QDO5110210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10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109 

QDO51102110 

QDO51102111 

QDO5110211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82 

QDO51102113 

QDO51102114 

QDO51102115 

QDO5110211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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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4# 

2022.05.17 

第二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17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11 

QDO5110217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7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18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8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8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18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112 

QDO5110218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25 

QDO5110218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4 

QDO5110218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18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2.8 

QDO5110218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1.8 

QDO5110218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1.0 

QDO5110218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18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189 

QDO51102190 

QDO51102191 

QDO5110219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81 

QDO51102193 

QDO51102194 

QDO51102195 

QDO5110219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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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气（无组织）  

检测点 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下风向

4# 

2022.05.17 

第三次 

玻璃纤维滤

膜 

QDO51102257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0.231 

QDO51102258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59 苯并(a)芘 排放浓度 ng/m3 ND 

吸收液 

QDO51102260 氯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61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62 酚类 排放浓度 mg/m3 ND 

QDO51102263 氨 排放浓度 mg/m3 0.099 

QDO51102264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0.018 

QDO51102265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 mg/m3 0.041 

QDO51102266 氰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ND 

VOCs 吸附

管 

QDO51102267 苯系物 排放浓度 μg/m3 2.4 

QDO51102267 苯 排放浓度 μg/m3 0.7 

QDO51102267 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1.7 

QDO51102267 二甲苯 排放浓度 μg/m3 ND 

气态 

QDO51102268 臭气浓度 排放浓度无量纲 <10 

QDO51102269 

QDO51102270 

QDO51102271 

QDO51102272 

平均值 

VOCs（非

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86 

QDO51102273 

QDO51102274 

QDO51102275 

QDO51102276 

平均值 

甲醇 排放浓度 mg/m3 ND 

注:1.ND 表示未检出，检出限见方法依据。 

2.二甲苯为邻二甲苯、对+间二甲苯；苯系物为苯、甲苯、邻二甲苯、对+间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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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检测布点图 

 

 

 

 

 

 

 

 

 

 

 

 

 

 

 

 

 

仪器信息 

名称 型号 实验室编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 UV-1800 TTE2013132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 UV-1800PC TTE20178130 

电子天平 XS205DU TTE2016076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7890B-5977A TTE20151564 

气相色谱仪（GC） GC-2014 BTTEHLQD00002 

气相色谱仪（GC） QP-2010Plus BTTEHLQD00001 

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LC-20A TTE20160881 

离子色谱 CIC-D120 TTE20202295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 UV-7504 ATTEHLQD00006 

  

风向 

N 

注：○为工业废气（无组织）检测点   

○

1 

○2 

○3 

○4 

空地 

空地 

空

地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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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测的依据： 

样品类型 项目 检测标准编号（含年号）及（方法）名称 检出限 

工 业 废 气

（无组织） 

颗粒物 GB/T 15432-1995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

量法 
0.001mg/m3 

硫酸雾 HJ 544-2016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0.005mg/m3 

苯并(a)芘 HJ 956-2018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

相色谱法 
1.3ng/m3 

氯化氢 HJ 549-201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0.02mg/m3 

硫化氢 

国家环保总局（第

四 版 增 补

版)(2003）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三篇 

第一章 十一硫化氢 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0.001mg/m3 

酚类 HJ/T 32-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

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0.003mg/m3 

氨 HJ 534-2009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

杨酸分光光度法 
0.004mg/m3 

二氧化硫 HJ 482-2009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

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0.007mg/m3 

氮氧化物 HJ 479-200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

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

光度法 

0.005mg/m3 

氰化氢 HJ/T 2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0.002mg/m3 

苯 

HJ 644-201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

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0.4μg/m3 

甲苯 0.4μg/m3 

邻二甲苯 0.6μg/m3 

对+间二甲苯 0.6μg/m3 

臭气浓度 GB/T 14675-1993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

臭袋法 
10 

甲醇 HJ/T 33-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2mg/m3 

VOCs（非甲烷

总烃） 
HJ 604-2017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0.07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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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2．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 、“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 

 

3．本报告不得涂改、增删。 

 

4．本报告只对采样/送检样品检测结果负责。 

 

5．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作为商业广告使用。 

 

6．未经 CTI 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 

 

7．对本报告有疑议，请在收到报告 7 工作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8．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所有样品超过标准规定的时效期均不再做留样。 

 

9．委托检测结果及其对结果的判定结论只代表检测时污染物排放状况，以上排放标准由客户提供。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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