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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个部级质检中心

经审查认定,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等17个单位符合《国士资

源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基本条件》的要求,现批准为国士

资源部部级质检中心,质检中心印章由部统一刻制0 17个部级质

检中心的名称、监测范围及相关信息见附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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