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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释义 

 

术语 

职业病 指 
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性有害因素 指 

与职业生命有关的、并对职业人群健康产生直接或潜在不良影响的

环境危害因素。包括生产工艺过程、劳动过程和生产环境等方面的

有害因素。 

职业健康检查 是 为了评价从业人体健康状况而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的医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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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总论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广州华测职安门诊部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单位：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投资单位 

单位名称：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398.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万峰 

公司总裁: 徐帅军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0区鸿威工业园C栋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012 

华测是中国第三方测试、检验与验证服务的开拓者和领先者，为众多行业和产品提供

一站式的全面质量解决方案，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满足其对品质的更高要求。2009年10月，

华测成功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检测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目前CTI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及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于

一身，并获得英国UKAS、新加坡SPRING、美国CPSC认可，使得CTI检测报告具有国际公信力，

赢得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信赖，是中国检测领域业务最为广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基于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和优质的服务能力，CTI在生命科学、消费品检测、工业品检

测及贸易保障四大领域，提供食品、医药产品、化妆品、农产品、饲料、电器有害物质、

电器安规、EMC、可靠性、失效分析、材料分析、环境安全、纺织品、鞋类、皮革、玩具、

汽车、石化、验货、计量校准等多项检测服务。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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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规模 

在广州市设立一家专业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的医疗机构 

（三）投资规模 

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货币资金。 

（四）项目建设内容及目标 

在广州市建设具备职业病检查能力的医疗机构，成为可服务于广东省全境的职业健康

检查机构。 

四、可行性研究的编制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国办发〔2009〕4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23号《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2002年3月15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3月6日） 

 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布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

（卫规财发[2004]474号） 

 

五、研究结论 

（一）经济指标 

项目计划现金总投资为1000万人民币，其中，项目预计正常测试服务年平均利润为

216.67万元，投资内部收益率为20.45%，投资回收期为4.11年（静态、含建设期）。 

（二）研究结论 

1、我国职业病高发的现状依然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国家越来越重视对职

业病的防治，在此社会背景下给本项目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 

2、华测一直坚持走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路线，其良好的市场竞争力为项目的实施提供

了有力保证。  

3、华测资金实力雄厚，主营业务现金流充沛，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资金保证。 

4、从项目的经济指标分析来看，本项目投资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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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技术、资金有保证，符合市场需求，经营目标

能够实现，本项目是可行的。 



 

 8 

第 3 章 项目投资背景、市场分析及必要性 

一、 项目行业概况 

职业病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

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我国法定职业病主要有尘肺病、职业性发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

和其他职业病 10大类，共计 115种。 

一、尘肺：1、矽肺;2、煤工尘肺;3、石墨尘肺; 4、碳黑尘肺; 5、石棉肺; 6、滑石

尘肺; 7、水泥尘肺; 8、云母尘肺; 9、陶工尘肺; 10、铝尘肺; 11、电焊工尘肺; 12、铸

工尘肺; 13、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 

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1、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2、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3、外照射

慢性放射病; 4、内照射放射病; 5、放射性皮肤疾病; 6、放射性肿瘤; 7、放射性骨损伤; 

8、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9、放射性性腺疾病;10、放射复合伤;11、根据《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诊断标准（总则）》可以诊断的其他放射性损伤。 

三、职业中毒: 1、铅及其化合物中毒（不包括四乙基铅）; 2、汞及其化合物中毒; 3、

锰及其化合物中毒; 4、镉及其化合物中毒; 5、铍病; 6、铊及其化合物中毒; 7、钡及其

化合物中毒; 8、钒及其化合物中毒; 9、磷及其化合物中毒;10、砷及其化合物中毒;11、

铀中毒;12、砷化氢中毒;13、氯气中毒;14、二氧化硫中毒;15、光气中毒;16、氨中毒;17、

偏二甲基肼中毒;18、氮氧化合物中毒;19、一氧化碳中毒;20、二硫化碳中毒;21、硫化氢

中毒;22、磷化氢、磷化锌、磷化铝中毒;23、工业性氟病;24、氰及腈类化合物中毒;25、

四乙基铅中毒;26、有机锡中毒;27、羰基镍中毒;28、苯中毒;29、甲苯中毒;30、二甲苯中

毒;31、正己烷中毒;32、汽油中毒;33、一甲胺中毒;34、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热裂解物

中毒;35、二氯乙烷中毒;36、四氯化碳中毒;37、氯乙烯中毒;38、三氯乙烯中毒;39、氯丙

烯中毒;40、氯丁二烯中毒;41、苯的氨基及硝基化合物（不包括三硝基甲苯）中毒;42、三

硝基甲苯中毒;43、甲醇中毒;44、酚中毒;45、五氯酚（钠）中毒;46、甲醛中毒;47、硫酸

二甲酯中毒;48、丙烯酰胺中毒;49、二甲基甲酰胺中毒;50、有机磷农药中毒;51、氨基甲

酸酯类农药中毒;52、杀虫脒中毒;53、溴甲烷中毒;54、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中毒;55、根据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职业性中毒性肝病;56、根据《职业性急性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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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毒诊断标准（总则）》可以诊断的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四、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1、中暑; 2、减压病; 3、高原病; 4、航空病; 5、手臂

振动病; 

五、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1、炭疽; 2、森林脑炎; 3、布氏杆菌病; 

六、职业性皮肤病; 1、接触性皮炎; 2、光敏性皮炎; 3、电光性皮炎; 4、黑变病; 5、

痤疮; 6、溃疡; 7、化学性皮肤灼伤; 8、根据《职业性皮肤病诊断标准（总则）》可以诊

断的其他职业性皮肤病。 

七、职业性眼病：1、化学性眼部灼伤; 2、电光性眼炎; 3、职业性白内障（含放射性

白内障、三硝基甲苯白内障）。 

八、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1、噪声聋; 2、铬鼻病; 3、牙酸蚀病; 

九、职业性肿瘤：1、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 2、联苯胺所致膀胱癌; 3、苯所致白血

病; 4、氯甲醚所致肺癌; 5、砷所致肺癌、皮肤癌; 6、氯乙烯所致肝血管肉瘤; 7、焦炉

工人肺癌; 8、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 

十、其他职业病： 1、金属烟热; 2、职业性哮喘; 3、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 4、

棉尘病; 5、煤矿井下工人滑囊炎。 

目前，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 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 2亿

人。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

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居世界首

位，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 30多个行业。我国职业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病危害分布越来越广。据

了解，全国约有 83%的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近 34%的中小企业职工接触尘毒

有害作业。 

据全国人大派出检查组来广州检查《劳动法》执法情况中，广州市卫生局提供的汇报

材料显示：广州目前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近 1 万家，其中国有、集体及三资大中型企业

1300 多家；国有集体企业产业工人 40 多万人，接触职业危害的工人有 10 多万人；乡镇、

私营、个体中小型企业 7800 多家，从业人员约有 80多万人，接触职业危害约有 30 多万人。 

其中，职业危害主要分布在 20多个行业，以制鞋、制衣、玩具、建筑、水泥、电镀、

化工、仓储行业最为突出，危害因素以化学品及其有机溶剂、粉尘、噪声为主。据对 576

家工业企业调查，登记常用化学品就有 92种，以苯系物等有机溶剂、铅、锰、砷、三酸二

碱等为最多；粉尘类多发生在矿石加工、珠宝、水泥、冶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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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前景分析 

我国职业病高发的现状依然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2010 年“两会”期间，

媒体和人大代表就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诸多建议。卫生部陈竺部长曾经就此回应，希望在

职业病防治工作领域探索多部门联动机制、整合现有的卫生资源，服务于劳动者的现实需

求。 

2011 年国家颁布新的职业病管理办法，从卫生系统监督管理诊断及治疗改变为安全监

督系统监督，卫生系统检查并诊断及治疗，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因此市场需求加大，

目前有资质检查的医院负荷过大，需要增加检查机构满足市场需求。 

我国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广泛。从传统工业，到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

的职业病危害，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数以亿计，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三十多个行业，

法定职业病名单达 115 种。接触职业危害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数量、死亡数量及新发病

人数量，都居世界首位。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中要求：到 2015年，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告知率和警示标识设置率达到 90%以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率达

到 70%以上，粉尘、毒物、放射性物质等主要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达到 80%以上。可能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预评价率达到 60%以上，控制效果评价率达到 65%以上。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作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体检率达到 60%以上，接触放射线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率

达到 85%以上。 

职业病检查是由政府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而产生，使得职业病检测需求持续稳定存在，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政策的日益严格，监管执法力度的加大，未来的职

业病检查市场将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目前，职业健康检查在广东都由公立医院垄断，服务意识淡薄，客户评价差，但是由

于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剧增，迫切需要增加检查机构缓解目前的压力。例如广州实际只有

三家单位具体从事职业健康检查，准备今年内各区至少审批一家具有资格的医疗机构，来

缓解目前的压力。从市场需求分析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和专家分析，现在正是进入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的最好时机。由于我国行业准入的相关政策存在的不确定性，主管部门领导的判

断存在主观性，如不能在近期进入职业病检查行业，将会错失良机。 



 

 11 

四、市场需求及规模分析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所有企业的场所有以下的职业病危害就必须对劳动者进行职

业病的检查及监护 

本项目建立的是职业病检查机构而非职业病的诊断机构，职业病检查相对简单，检查

内容主要根据企业的自身的危害评估以及专家建议来选择检测项目，主要的检测项目可分

为三大部分： 

1、体格检查：包括内、外、耳鼻喉、眼等由医生做判断的主观检查项目 

2、常规检测项目：B 超、X 光、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生化、肿瘤标

记物等通过医用仪器检测的项目 

3、理化检测项目：主要是通过人体体液对各种有毒物质的含量进行检测，主要通过气

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理化设备进行检测。 

通过以上的检查后得到数据，由主检医生签发一份综合的报告，来评估受检人员的健

康程度。 

以广州市区内覆盖的 40万潜在职业病人群，可以预计仅广州市内职业病检查的市场容

量至少在 8000万以上。而这个人群数在佛山有 100 万、东莞有 25万，综合考虑其他地区，

广东省内的市场储量预计在 3-5 亿。随着社会对职业病的关注程度，这个容量每年有所上

升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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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项目建设和服务内容 

一、项目建设具体科室： 

1、  体检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口腔科、影像科等 

2、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二、拟购买的仪器、设备配备 

DR射线摄像设备、心电图机、彩超仪、临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全

自动尿液分析、水浴箱、冷藏箱、冷冻柜、生物安全柜、显微镜、显微镜数字成像系统等。 

 

三、服务方式 

  企业客户委托：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劳务派遣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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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项目工程方案 

一、项目安排 

根据医疗机构项目对场地的特殊要求，本项目通过寻找合适的建筑的租赁方式解决场地

需求。 

二、其它工程 

（一）给排水工程 

给水：采用变频分区供水系统，低区4层以下由市政供水管直接供给。 

排水：本项目在实验和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将通过专业环保工程公司建设并通过环保

验收的污水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二）动力及公用工程 

供电：10KV双路供电，总容量为250 KVA，设有布线竖井，每层均设多处380V、220V配电

箱。 

公用工程：本项目工程设综合布线、电话、火灾报警及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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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项目节能措施 

一、节能设计主要原则 

1、按照国家节能设计规范要求，采用先进、可靠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2、对各种能源消耗均按照国家规定配置相应的计量器具。 

二、主要节能措施 

本项目选用的设备均为国内外最先进的产品，设备选型时已经把节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指

标作为参考，效率高能耗低。 

在设备平面布置上采取紧凑、合理的流程，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消耗。在建筑材料的选

用上尽量选用中空玻璃等节能建筑材料，使其满足相关功能区域空调能耗的合理性。 

选用节能灯具，提高功率因数。管理部门照明全部采用节能灯，功率因数大于99.5。实

验室和研究中心照明按照相关要求采用标准照明设备。 

空调为分组控制，并尽量选用节能空调及制冷设备。空调主机负荷从30%～100%自动调节，

净化空调根据温湿度变频调节。 

空调水泵和空压机等连续运转设备都安装变频器，根据负荷自动控制。 

管线合理布局，减少管线损耗。采用高压直接进入负荷中心供电，以减少供电线路的损

耗，对低压负荷采用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对水、电采用专人管理，并对各部门分别设置水表、电表进行计量，作为考核或计算生

产成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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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项目投资估算 

一、固定资产投资估算 

仪器设备按生产厂家和代理商的报价，并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取费标准；进口设备均为

购买代理商设备。 

 

预计投入固定资产清单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验室及办公室装修 170 

实验室及办公室家具 30 

医学检查设备 250 

医学检测设备 150 

车辆（大型体检车、听力车） 150 

合计 800 

 

二、流动资产投资估算 

流动资产按生产周期进行估算。 

三、项目总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800万元人民币 

      流动资金       2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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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项目财务分析 

一、 项目计算期 

项目计算期为7年，其中建设期为1年，投产期为6年。 

二、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计划现金总投资为1000万人民币，其中，项目预计正常测试服务年平均利润为216.67

万元，投资内部收益率为20.45%，投资回收期为4.11年（静态、含建设期）。 

下表为项目主要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万元) 

一、 项目总投资 1000 

一） 固定资产投资 800 

二） 流动资金 200 

二、 年均利润总额 216.67 

三、 内部收益率 20.45% 

四、 投资回收期（年） 4.11 

本项目建设期 1年，预计 2014年正式投产。前两年预计在市场开拓和人员培训的费用支

出较大，随着收入的增长，预计 2015年能够达到收支平衡，2016年累计扭亏为盈。截止 2019

年，该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 20.45%。设定为 10%的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回收期为 4.11年（含建

设期）。 

 



 

 17 

第 9 章 项目风险分析及管理 

    针对本项目可能涉及的风险领域，使用项目风险识别及评估系统分析方法，根据风险的

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从政治风险、市场/行业风险、竞争对手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

人力资源风险、发展停滞风险、客户风险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各种风险。 

因本项目依托于《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等法律法规，具有较为迫切的

市场需求，因此本项目不具有政策风险。 

 

 

风险种类 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描述及可能后果 

风险分析/评价 

风险应对描述 

残余风险分析/

评价 

可

能

性 

后

果 
级别 

可

能

性 

后

果 
级别 

政策风险 政治干预 
行政审批可能有变或时间上

有拖延 
2 3 6 尽快获得审批资质 1 3 3 

竞争对手风险 

竞争优势

被模仿、替

代 

目前是个新兴行业，进入门槛

主要是资金和人员技术，不能

排除其他优势相当的企业进

入这个行业 

2 2 4 

在更多的区域多布局，

获得更多的资格，提高

新进入者的进入难度 

1 2 2 

          

人力资源风险 
专业人才

招聘难 
主检医生招聘难度大 2 3 6 

通过专家推荐、主动拜

访 
1 3 3 

 知识管理 培养的人才容易流失 2 3 6 

通过运营发展和扩张，

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平

台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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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项目影响分析 

本项目促进我国职业健康检查行业发展，是落实用人单位义务、实现劳动者权利的重要

保障，是落实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的前提，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它有利于保障劳动者

的健康权益，减少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减少社会负担，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 

项目的实施与运营过程，增加了对地区劳动力的需求，带动相关社会服务行业发展，有

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间接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增加企业、经销商、商家的收入，也会增

加当地的税收。 

项目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的

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其中社会强者应尽更多的义务，以减少来自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

群体身上爆发的社会风险，所以帮助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将起到稳定社会、减少风险，

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本项目所有医疗垃圾将委托给当地符合国家要求的医疗垃圾处理公司收取、处理，所以

基本无污染，不会影响周边环境，更不会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但本项目在建设期间由

于施工人员、材料、机械等会对施工周围环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如噪音、灰尘等，所以应

注意施工管理，将负面影响减至最低。 

本项目建设对当地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没有影响。 

项目的建设会对供水、供电有一定的需求，但需求量较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项目的建设将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民族习惯。 

总之，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对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项目的主要社会影响见表 15.1。 

 

表15.1 项目社会影响分析 
 

序 

号 
社会因素 影响的范围、程度 可能出现的结果 措施建议 

1 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正面影响，可提高居民长

远收入水平，但程度较

小。 

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居民

收入 

有关部门注意引导 

2 
对居民生活水平与

生活质量的影响 

建成后正面影响，程度一

般。但建设期内有负面影

响。 

建设期对施工场地周围居民

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出现

噪音、污染。 

加强施工期管理，

文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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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居民就业的影响 

正面影响，程度较小。 增加一定就业岗位 对有关管理人员加

强岗前培训、指导 

4 
对不同利益群体的

影响 

建设期内会提高从事该

项目建设的有关材料供

应商、施工方、运输行业

的收入。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建设

工期和施工环境 

有关部门应做好宣

传，合理引导 

5 
对地区文化、教育、卫

生的影响 

对保持环境卫生良好有着重

要影响。 

环境卫生改善 有关部门注意支持 

6 

对地区基础设施、社

会服务容量和城市

化进程的影响 

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增加社会服务容量；有利

于城市化进程，影响程度

大。 

需要消耗一定的水、电资

源。 

加强同有关部门的

协商合作，发挥效

益 

7 
对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和宗教的影响 

不会对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和宗教产生影响。 

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

团结  

严格执行民族、宗

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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