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潦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10-7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付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东华林街南(120. 725618, 31. 288710) 

样品编号 S-202210-0026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陈益 采样员2/监替员 顾青清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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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胃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i): 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27

牛．活饮用水

陈益

2022-10-08 

QYHY-BG/W-2022-10-8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金谷路新昌路(120. 761775, 3 l. 279350) 

样品名称 忤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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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衍水务
Yan Water QYHY-BG/W-2022•10•9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月亮湾路万寿街(120.726891,31.266988) 

样品编号 S-202210-0028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生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陈益 采样员2/监瞥员 顾青清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l叶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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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10-00:30

样品类别 生活饮用水

采样员1 吴秀萍

采样日期 2022-10-08 

QYHY-BG/W-2022-10-10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和顺路扬和路(120. 661793, 31. 283544)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鱼晓晨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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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胃漏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10-11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付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唯新路(120. 720683, 31. 362391) 

样品编号 S-202210-0031 样品名称 悴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吴秀萍 采样员2/监督员 董晓展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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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胃漏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32

生活饮用水

吴秀萍

2022-10-08 

QYHY-BG/W-2022-10-12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亭盛街(120. 720303, 31. 385112)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董晓晨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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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湿华衍水务
Hua Yao Water QYHY-BG/W-2022-10-13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东兴路(120. 661793, 31. 283544) 

样品编号 S-202210-0034 样品名称 忤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生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钱方云 采样员2/监督员 赵蓉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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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胄珊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35

牛．活饮用水

钱方云

2022-10-08 

QYHY-BG/W-2022-10-14 

苏州下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车郭东路(120. 772023, 31. 258959)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赵蓉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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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谍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10-0036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1 钱方云

采样R期 2022-10-08 

QYHY•BO刚屯凶2.. 10一15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新庆东路（生物产业园二期） (120. 797759, 31. 279219) 

样品名称 筒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赵蓉

检测日期 2022一 10-08 ~ 2022-ll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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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潦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10-16 

委托单位 苏州下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金陵西路方厦街(120. 782896,31. 361368) 

样品编号 S-202210-0062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吴秀萍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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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谭华衍水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63

牛活饮用水

吴秀萍

2022-10-08 

QYHY-BG/W-2022-10-17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了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浦田路奇业路(120. 837526, 31. 371920)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 J-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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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10-0061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l 吴秀萍

采样日期 2022-10-·08 

QYHY-BG/W-2022-10-18 

苏州I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强胜路胜浦路(120. 831561, 31. 335813)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采样员2/监督员

检测日期

管网末梢水

无色透明液体

顾青清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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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漏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 『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10-0066

样品类别 生活饮用水

采样员1 陈建平

采样日期 2022-10-08

QYHY-BG/W-2022-10-19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港田路钟南街(120. 764918, 31. 30768 l)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采杆员2/监督员

检测日期

管网末梢水

无色透明液体

张琳琳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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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漏华衍水务
Hu 迥 V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67

牛．活饮用水

陈建平

2022-10-08 

QYHY-BG/W-2022-10-20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打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中新大逍东星华街(120. 778975, 31. 312669)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采样员2/监督员

检测日期

管网末梢水

无色透明液体

张琳琳

2022-10-08 ~ 2022-11-02 

恰测专月？
-----













华衍水务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fi'j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10-0068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l 陈建平

采样日期 2022-10-08 

QYHY-BG/W-2022-10-21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固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钟园路思安街(J 20. 724189, 31. 322727)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采杆员2/监督员

检测日期

管网末梢水

无色透明液体

张琳琳

2022-10-08 ~ 2022-1 J-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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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潦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刹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付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l

采样日期

S-202210-0070

牛．活饮用水

陈益

2022-10-08 

QYHY-BG/W-2022-10-22 

苏州Y.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打限公司

苏州工业1动区星港街33号

星龙街汀兰巷(120.800392,31.347492)

样品名称 忤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徐瑶

检测日期 2022-10-08 ~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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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HY-BG/W-2022-10-23 

委托单位 苏州I业园区消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ilY阮1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肖年公寓 (120. 806518, 3 I. 329584) 

样品编号 S-202210-0071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l 陈益 采样员2/监督员 徐瑶

采样日期 2022-10-08 检测H期 2022-10-08 ~ 2022-1 I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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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目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祥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10-0072

生活饮用水

陈益

2022-10-08 

QYHY-BG/W-2022-10-24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1]1'. 园区星港街33号

亭南路(120. 81179], 31. 35589]) 

样品名称 忤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徐瑶

检测日期 2022-1 Q-08 ~ 2022-11-02 

验检测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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