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区域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营业时间

新兴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河沿道朝阳里

5号
022-23358609 周一、二、四上午门诊8:00-11:00

南营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62号 15722215235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30-11:00

劝业场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30号 022-27314977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30-11:00

小白楼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80号 022-23391018 周二、四、五上午门诊8:00-11:00

五大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157号 15722095591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南市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华安大街97

号
022-27224627

周一上午门诊8:00-11:30（所有疫

苗均接种），周三、四、五、六上

午门诊8:00-11:30（不接种A群流

脑疫苗,其他疫苗均接种）

常州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常州道街常州

道21号
022-24554033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00

022-24311143

022-24124703

鲁山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鲁山道街彩丽

环路23号
022-24692098

周一、二、四、六上午门诊8:00-

11:30

022-24329227

15712222143

大直沽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六号

路万达公馆底商41-43号
15760704304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二号桥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二号桥街建新

东里2号
022-24391023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00

富民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街滨河

新苑商业楼二楼
022-84229215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022-24685507

15722287802

上杭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雅丽

园底商
15722282392

周一、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周二下午1:30-3:00

天津市河东区东新街盘山道

万新村22区36号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30

河东区

天津市预防接种门诊列表

和平区

大王庄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七纬

路81号

周一、三、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春华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春华街华龙道

危改纪念广场旁

周一、二、三、五上午门诊8:00-

11:00

东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向阳楼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晨光

4条1号
022-24341238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30

中山门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中心

北道3号
18812514250

周一、二、三、四、六上午门诊

8:00-11:30

唐家口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街张贵

庄路35号（七中后身）
15722087125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00-11:30

桃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西楼后

街西楼北里8号
022-23280046 周一、二、四上午门诊8:00-11:30

挂甲寺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新城小区68

号增1号
022-59586318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周

六上午门诊8:00-11:30（给上学的

儿童接种疫苗）

下瓦房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下瓦房街大沽

南路387号
022-23261160

周一、三、四、上午门诊8:00-

11:00

东海街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枫林路

25号
022-28342732 周三、四、五、六上午8:00-11:00

陈塘庄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茂名道29号 022-28340350 周一、二、四、五上午8:00-11:00

天津市河西区康复

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街大沽

南路365号
022-23282235

周二、三、四、六上午门诊8:00-

12:00

天津市河西区柳林

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3号
022-28120351 周一、二、四上午8:00-11:00

马场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85

号
022-23529948 周一、二、三上午门诊8:00-11:30

友谊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西园道与宾馆

西路交口（宾西社区站二

楼）

15760711189
周一、二、四、五、六上午8:00-

11:20

天津市河西区中医

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增100

号红波里社区站
022-28137140 周一至周四上午门诊8:00-11:30

尖山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街红山里

30增1号附近
022-28332156

周一、二、三、五上午门诊8:00-

11:00

天塔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环湖中

路宾水北里
15722280393 周二至周六上午门诊8:30-11:30

天津和睦家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潭江道天潇园

22号
022-58568516

周一至周四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6:30,周六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30

王顶堤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街楚雄

道5号
022-23678132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30

华苑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雅士道 022-23715548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00

体育中心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外环辅路阳光

100南园6号
022-83736006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30

鼓楼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天康园

4号
022-27571661 周一到周五上午:8:00-11:30

河东区

河西区

河西区

南开区



万兴街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灵隐道31号 022-27377896 周一到周五上午:8:00-11:30

嘉陵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14号 022-27649769 周一到周五上午:8:00-11:30

水上公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欣苑路11号 15710298143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30

向阳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74号 022-27631473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30

广开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新街28

号
022-27457210 周一到周五上午:8:00-11:30

学府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学湖里10号 022-27453257 周一到周六上午:8:00-11:30

兴南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二纬路36号 022-27341083 周一到周四上午:8:00-12:00

长虹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汶水路28号 022-27565782 周一到周五上午:8:00-11:30

天津市美中宜和妇

儿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

21号
022-58982012 周二到周五上午:8:00-13:30

光复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林边路北斗星

城后门
022-24467669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30-11:00

望海楼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72号 022-26219502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00

王串场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三号路

5号
022-26417582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30-11:00

宁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水产前街15

号
15712201392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00-11:00

新开河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古北道10号

院内
022-86651424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15-11:00

铁东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南口路186号 022-86662997

周一、二、四、五上午门诊8:00-

11:00

鸿顺里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7号 022-26223151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30-11:00

江都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金山道2号 022-24555090

周二、三、四、五、六上午门诊

8:15-11:00

建昌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泗阳道4号 022-26754391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00-11:00

月牙河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雅砻道2号 022-26025673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30-11:00

芥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春和路隆春里

小区
022-27593884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00-11:30

西于庄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街洪湖

里奋斗道1号
022-86513657

周一、三、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红桥区

河北区

河北区

南开区



双环邨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佳园东里小区

街道办事处旁
022-26653323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00-11:30

西沽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西沽街海源道

民畅园小区工勤楼
022-87759602

周一、二、三、五上午门诊8:00-

11:30

邵公庄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陵园路

6号
022-27324281

周二、四、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三条石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赵家场大街6

号
15722086876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铃铛阁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铃铛阁街怡闲

道42号
022-27563385

周一、三、四、六上午门诊8:00-

11:30

咸阳北路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街彰

武路1号
15712210571

周一、二、四、五上午门诊8:00-

11:30

丁字沽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五爱

道14号
022-26552219

周一、二、三、五上午门诊8: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

塘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馨宇

家园底商2号
022-25253019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

州道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江西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江西

路2-34号
022-66316720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30；每周六上午8:00-

11:30（门诊仅提供新生儿乙肝疫

苗接种）

天津港口医院
滨海新区新港二号路1482

号?
022-25706348

每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响螺湾医院 滨海新区河南路8号 022-66680228
每周一、二、四上午门诊8: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

城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滨海新区新城镇467县道附

近
022-25330856

每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海洋石油总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渤海石油路

10号海洋石油总医院
022-25808773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

沽街新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新港

二号路和睦里15号
15320005929

周二、三、四、五、六上午门诊

8:0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沽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迎宾

大道远景庄园底商91-4
022-65212488 周一、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

院
第五中心医院对面 022-65665801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

州道街向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向

阳南街2号
022-25863828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海洋石油总医院东

沽卫生所

石油新村路299渤海石油新

村北区
022-66916842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30-12:00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

州道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塘公路

29号
022-25347451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30-11:30

天津市永久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解放路街东

大街7号
022-65578046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红桥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

沽街解放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平路58

号
022-25862077

周二、三、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

家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

街海兴路800号
13207618689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滨海新区传染病医

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

街三爱里108号
022-66580416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海洋石油总医院建

工新村

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高新区

高新七路航天城旁
022-66906530 周二、四上午门诊8:0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华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河道68

号
022-25390891

周一、二、三、四上午门诊8: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

沽街三槐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连东

道S4号三槐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022-59809526 周二、三、四、六上午8:0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宁

车沽卫生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宁车

沽西村树顺里宁车沽小学旁
022-25231034 周三、五、六上午门诊8:00-11:3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

街65号（天津市泰达医院

门诊二楼）

022-65202070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8:30-

11:30，下午13:30-16:30

杨家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杨家泊

镇杨家泊村
022-67257872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汉沽中医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寨上街

牌坊街38号
022-67992235

周一、二、四、五上午门诊8:00-

11:30

汉沽街大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汉沽街

大田派出所旁
022-25693203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00-11:30

茶淀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茶淀街

茶东村
022-67266290 周一、三、五上午门诊8:00-11:30

汉沽街社区服务中

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汉沽街

东滨街59号
15722008296

周一、二、三、五上午门诊8:00-

11:00

天津铭远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茶淀街

三经路28号
15712267902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7:30-11:30

寨上街朝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寨上街

朝阳花园二期底商277号
022-59992736

周一、二、四、上午门诊8:00-

11:00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

职工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汉沽街

国家庄路1号
022-67193232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7:30-10:30

中新天津生态城第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天津市中新天津生态城和畅

路3288号
022-25265120

周二、三、四、五上午门诊9：0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

平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镇

友爱村南
15720015031

周一、二、三、六、日上午8:3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

塘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022-63270571 周一、二、三、四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赵连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

新房子村
022-63132802 每月逢2.5.8 0上午8:30-11:3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

王庄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渡

口村
022-63128336 周一、二、三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

林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古林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2-63103751

周一、二、三、四、六上午8:3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胜利接种门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兴华路

368号（原石化医院）
022-62080769

周一、二、三、四、上午8:3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迎宾接种门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兴安里小区44号楼东侧平

房

022-63236741
周一、二、三、四、七上午8:30-

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华兴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

道180号天津华兴医院
022-63862577 周一、三、四、六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花园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街

花园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2-25921127 周一、二、三、四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华幸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街

华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2-25932757 周一、二、四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三号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街

三号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2-25924914 周一、二、三、四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幸福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街

康宁小区南侧
022-60820929 周一、二、三、四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港西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远景

一村港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320187832 周二、三、四、日上午8:30-11:30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港狮职工医院

河北省沧州东关采油三厂港

狮职工医院
18333422978

每月5、15、25日上午8:30-

11:30，节假日顺延

张贵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利津路金华道

榕洋金城社区卫生站
15712244377 周二、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金桥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40

号
022-60879578 周一、二、四上午门诊8:00-11:30

军粮城医院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镇

军宏园30号楼2楼
022-84965980 周二、四、五上午门诊8:00-11:30

金钟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南何庄

金河家园8号楼底商
022-26796118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30

金钟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春江里分院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春江里

9号楼宏春堂药店旁
15760705657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门诊

8:00-11:30

华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华明家

园香园12号楼3楼
022-58093228

周二、三、四、五、六上午门诊

8:00-11:30

万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天山南

路泰通公寓底商
022-24735561

周二、三、四、五、六上午门诊

8:00-11:30

无瑕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派出所

旁
15712244347

周一、二、三、日上午门诊8:00-

11:30

新立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派出所

旁
022-24983217

周一、二、三、四、五、六上午门

诊8:00-11:30

小东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小东庄

悦盛园旁
15722276124 周一、三、四上午门诊8:00-11:30

滨海新区

东丽区

东丽区



杨柳青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西青道296号 27391120

周一、二、三、四、五上午8:00-

11:30门诊

张家窝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知景

道与华旭路交口，华旭小学

对过

15722005653
周三、四、五、六上午8:00-11:30

门诊

中北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星光路76号 58786061

周一、二、三、四上午8:00-11:30

门诊

李七庄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国风

星苑20号
23923275

周一、二、三、六上午8:00-11:30

门诊

大寺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泉集北里 15722099206

周一、二、三、四上午8:00-11:30

门诊

精武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永红二支路南 23980630

周一、二、三、四上午8:00-11:30

门诊

辛口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政府斜

对面
27979631

周一、二、四、六上午8:00-11:30

门诊

王稳庄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津淄公路附近 23991165

周一、二、三、四上午8:00-11:30

门诊

西营门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旧津保路18

号
27621035

周二、三、四、五上午8:00-11:30

门诊

小站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西花园

村(津南区颐养院北侧)
022-88635672 周一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1:30

双桥河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欣达

西里斜对面
18812561579

周一、三、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北闸口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普惠

道9号
022-88538152

周一、二、三、四、日上午门诊

8:00-11:30

葛沽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一村康

明花园小区旁
022-28685311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辛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后辛庄

（中辛庄车站后，鑫旺里小

区旁）

022-88530638 周二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1:30

双港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梨双公

路2号
15722070826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咸水沽镇卫生院预

防保健服务中心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南华

路与丰收路路交口咸水沽卫

生院预防保健中心

022-28537945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下

午门诊14:00-16:00

八里台镇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建设

路西
022-28752829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双闸卫生院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

学对面
022-88526270 周一至周四上午门诊8:00-11:30

青光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青光村

津霸公路116号
022-26951843

周一、二、三、五、六上午门诊

8:00-11:30

双口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双口三

村中心街10号
022-86838954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北辰区

津南区

西青区



集贤里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安达路1号 15722086654 周二至周四上午门诊8:00-11:30

天穆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京津公

路276号
022-26632121 周一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2:00

小淀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

南（原小淀医院）
022-26990977 周一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1:30

普东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普东街国宜道

10号
022-26311120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00

西堤头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北杨

公路与刘东街交口向北600

米（福康酒楼对面）

022-86846695 周一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1:30

双口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上河头

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上河头

村津霸公路河头学校旁（经

纬上河头加油站对面）

022-86831093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北仓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本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王秦庄

村王秦庄小学附近
15722258327

周一、三、五、六上午门诊8:00-

11:30

北仓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分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高峰路

阳光卡蒂尔小区物业楼3楼

（865公交总站旁）

15722258327 周二、四上午门诊8:00-11:30

大张庄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永康

道31号
022-86853556

周一、二、三、四、六上午门诊

8:00-11:30

双街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京津公

路张湾村口旁（天津市轧钢

二厂对面）

15722098292
周一、三、四、五上午门诊8:00-

11:30

宜兴埠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吉庆

胡同8号
022-86311230 周一至周五上午门诊8:00-11:30

瑞景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辰昌路奥林匹

克运动城南侧
022-26652185 周一至周六上午门诊8:00-11:30

果园新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中道霞光

里3号楼底商
022-26836385 周二至周四上午门诊8:00-11:15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

道53号
022-29448860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00；

下午2：00-4：30

徐官屯街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工贸

大街1号
18812557566

每月4-7日、14-17日、24-27日上

午8：00-11：00

东蒲洼街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洼街蒲瑞

和园小区第七幼儿园斜对面
022-82153833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下午2：00-4：00

黄庄街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泉昇佳

苑东区79号楼
022-29327894

每月5-8日、15-18日、24-27日上

午8：00-11：00

下朱庄街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嘉河

道12号
022-29347444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下午1：30-4：00

曹子里镇卫生院
天津武清曹子里乡杨六路中

石化加油站对面
022-29559104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下午

2:00-4:00

武清区

北辰区



梅厂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津围公

路邮局西侧200米
022-29534680

每月7-10日、17-20日、27-30日

上午8：00-11：00

大黄堡镇卫生院
大黄堡乡大黄堡村朝阳里小

区南50米
022-82241205

每月7-10日、15-18日、23-26日

上午8:00-11:30；下午1：30-3:30

上马台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梅丰

路3号
022-82284212

每月5-8日、15-18日、24-27日上

午8：00-11：00

大碱厂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全兴

路48号
022-82219053

每月4-7日、14-17日、23-26日上

午8:00-11:00，下午1:30-4:00

崔黄口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三街 022-29576121

每月3日-6日、13日-16日、23日-

26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

4:30

大良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廊良路

镇政府东侧50米
022-29561030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下午1：30-4：00

下伍旗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苗甫

路与旗良路交口南300米
18502659281

每月4-7日、14-17日、24-27上午

8:00-11:00；下午2：00-4:00

河北屯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邮局

对面
022-22275092

每月5-8日、15-18日、24-27日上

午08:00-11:00；下午1:30-4:00

南蔡村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南蔡

村镇莲胜花园后300米
022-29411347 周一、二、六上午8：00-11：00

大孟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廊良

路与京津公路交口西大孟庄

中心幼儿园旁

022-22261534
每月6-9日、16-19日、26-29日上

午8:00-11:30；下午1：30-5:00

泗村店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泗村店镇镇绿

洲湾别墅8号对面
022-29425834

每月5-8日、15-18日、24-27日上

午8:00-11:00；下午1:30-4:00

河西务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京津

公路东侧100米刘坟村
022-29431000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高村镇卫生院 武清区高村镇沙高路105号 022-22225145

每月5、6、8、9日、15、16、18

、19日、25、26、29、30日下午

1：30-4：00

城关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西街村 18812557413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白古屯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白古屯镇政府

东200米
022-22186079

每月4-7日、14-17日、24-27日上

午8：00-11：30；下午1：30-5：

00

大王古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政

府路060号
022-22191354

每月4-7日、14-17日、 24-27日

上午9:30-11:00；下午1:30-4:00

东马圈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镇政府

南侧500米
18812556697

每月5-8日、15-18日、24-27日上

午8：00-11：00；下午2：00-4：

00

豆张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豆张庄乡政府

东500米
022-22169675

周二、三、四上午8:00-10:30、下

午2:00-3:30

黄花店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南商

贸街往南50米
022-29481111

每月10-12日、16-18日、21-23日

、25-27日、30-31日上午8:00-

11:00；下午1:30-4:00

石各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石东

村政府路
022-22159126 周三至周六上午8:00-11:00

武清区

武清区



陈咀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陈嘴镇镇政府

西侧50米
022-22149129

每月6-9日、16-19日、24-27日上

午8:00-11:00；下午1:30-4:00

王庆坨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津同

公路9号
022-29512625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00；

下午1：30-4：30

汊沽港镇卫生院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一街

西侧
022-29491428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30

独流镇中心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新开路

113号

15722244809,

15722072790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00

王口镇中心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静文路

69号
15710271230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30

蔡公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商业

北街9号
18812579796

周三至周五上午8:00-11:30;周六上

午8:00-11:30,下午2:00-4:00

唐官屯镇中心卫生

院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东大

街19号
022-68289798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00

静海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静文路9号 022-28930153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30,下午

2:00-4:30

台头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台头镇西台路 022-68729056
周一、二、日上午8:30-11:30,下午

1:00-3:30

子牙镇中心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子牙镇商业街

北排
022-68857175 周一至周六上午8:30-11:30

陈官屯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三街 022-68728159 周一、三、六上午8:30-11:30

中旺镇中心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中旺镇中旺村

生活五区107号
022-68534104 周一至周日上午8:30-11:30

大邱庄镇中心卫生

院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九龙

街1号
15760703811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30

梁头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梁台路

5号
022-68969081 周二至周六上午8:00-11:30

团泊镇中心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天房南

路2号
022-68256931 周二、四、六上午8:30-11:30

双塘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东双塘

村八区9号
022-68867163 周三、五、日上午8:00-11:30

大丰堆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县静王路

8号
022-68663024 周一、三、五、六上午8:00-11:30

沿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沿庄镇沿庄村 022-68718132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00

西翟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镇西翟

庄村
18522261059 周四至周六上午8:00-11:30

杨成庄乡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静杨路4号 022-68650523 周一至周六上午8:00-11:30

良王庄乡卫生院
天津市静海区良王庄乡良一

村
022-68191058

周一至周五、周日上午8:30-11:30,

周六上午9:00-11:00（仅在府君庙

分点接种）

武清区

静海区

静海区



八门城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向阳

街14号
022-82540678

周一、三、五、日:8:00-11:00，

14:00-16:00

宝平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商业街32号 022-29268130
周一至周日:8:00-11:00,14:30-

16:00

北潭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老张庄

（加油站旁）
022-82479023

周三、五、六:8:00-11:00,14:00-

16:00

大白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机关

街大白高中对面
022-29660267

周二、周四、周五、周六:8:00-

11:00

大口屯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津围

公路东侧商业街对面
022-59213590

周一、三、四、六：8:00-

11:00,14:00-16:00

大唐庄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政府

路8号
18812511380

周一、周二、周日：8:00-

11:00,14:00-16:00

大钟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镇大钟商

业街二排（大钟税务所西

侧）

022-82426701
周一、周三、周五：8:00-

11:00,14:00-16:00

尔王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乡尔王

庄村政府街
022-22469210

周一、周三：8:00-11:00，14：

00-16:00周五：8:00-11:00

方家庄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九圆

路旁（方家庄镇政府西侧）
022-82445202

周一、三、五、六:8:00-

11:00,14:00-16:00

高家庄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高家庄镇政府

东侧30米
18812511073 周一至周五、周日:8:00-11:00

海滨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挹青路1号 18622631658 周一至周日:8:00-11:00

郝各庄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

路5号
022-29679797 周一、三、五:8:00-11:00

何仉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王卜庄镇何仉

庄桥北
18812511329 周一、二、三、日:8:00-11:00

黑狼口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黑狼口

商业街农商银行南100米
022-82485180

周一、三、五:8:00-11:00,14:00-

16:00

黄庄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黄庄村 022-82579125
周四、五：8:00-11:00，14:00-

16:00；周六:8:00-11:00

霍各庄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津围公路霍各

庄中学东侧
022-22513996

周一、三、五：8:00-11:00；周六

、日：8:00-11:00,14:00-16:00

口东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口东中

学旁
022-59223336

周二、三、五:8:00-10:30,14:00-

15:30

林亭口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商业

街155号
022-82538311 周一至周日:8:00-11:00

马家店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水岸蓝

庭小区
022-59219528 周一至周日:8:00-11:00

南仁垺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东南

仁孚村大新路东
15712225349

周一、周三、周六：8:00-

11:00,14:00-16:00

牛道口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牛道

口村村西头
022-22558100 周一至周五:8:00-11:00

宝坻区

宝坻区



牛家牌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政府

东100米
18812571252 周二至周六：8:00-11:00

三岔口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高家庄镇东蓟

宝路附近
022-22547786

周一、周三、周六:8:00-

11:00,14:00-16:00

史各庄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史各

庄镇中学东侧
022-22576192 周一至周日:8:00-11:00

王卜庄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王卜庄镇王卜

庄村工商所旁
18812511689

周二、三、四、六：8:30-

11:00,14:00-16:00

新安镇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新中路

正大街2排5号
022-82466928

周一、周三、周五、周六:8:00-

11:00,14:00-16:00

新开口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王家

口村大新路与新开口路交口

北侧

18812511854
周一、周二、周三、周六：8:00-

11:00

杨家口卫生院
宝坻区方家庄镇杨家口中学

斜对面
022-22597996 周二、周四、周六：8:00-11:00

钰华医院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广阳路

宝平派出所东30米
022-82682626 周一至周日:8:00-11:00

赵各庄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曹三路附近鑫

德利百货自选商店对面
15712289019 周一至周日：8:00-11:00

周良卫生院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庄镇周良

政府对面
022-22499430 周二、四、六：8:00-11:00

洇溜卫生院 蓟县洇溜镇政府西院 13332079891
周二、四、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

邦均医院
蓟县邦均镇大街一区一排四

号
13072019090

周二、三、六上午7:30-11:00下午

13:00-16:30

别山医院
蓟县别山镇102国道西毛庄

北侧
13920152859 周二、五、六上午7:30-11:30

出头岭医院
蓟县出头岭镇派出所东100

米
13389952917

周四、五、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00-16:00

穿芳峪卫生院 蓟县穿芳峪镇政府东院 13752042332
周二、三、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

大堼上卫生院 蓟县杨津庄镇大堼上村东侧 13512432173
周三、四、日上午8:00-10:30下午

13:00-16:00

白涧镇卫生院 蓟县白涧镇政府西侧 13612108137
周三、四、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

翠屏山卫生院
蓟县别山镇翠屏山大街老别

山政府大楼后
13312127068 周二、四、六上午7:45-11:00

东二营镇卫生院 蓟县东二营镇政府西侧 15122821466
周一、三、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00-16:30

东施古镇卫生院
蓟县东施古镇东施古村镇政

府东500米
13820228290

周二、四、六上午8:00-11:30下午

13:00-16:30

东赵各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蓟县东赵各庄镇黄家

屯镇政府西侧
13011341615

周二、三、六上午7:30-11:30下午

13:30-17:30

宝坻区

蓟州区



官庄镇卫生院 蓟县官庄镇官庄村 13920403396
周四、五、六上午7:30-10:30下午

13:30-16:00

侯家营镇卫生院 蓟县侯家营镇侯三八大街 15620183309
周一、三、日上午8:00-10:30下午

13:30-15:30

礼明庄卫生院 蓟县礼明庄镇政府南100米 13512228782
周二、四、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00-14:00

刘家顶卫生院 蓟县桑梓镇刘家顶村东 15822076356
周四、五、六、日上午8:00-11:00

下午14:00-16:00

罗庄子镇卫生院
蓟县罗庄子镇罗庄子村西罗

庄子镇中学西侧
18522900678 周二、五、日上午8:00-11:00

马伸桥医院
蓟县马伸桥镇政府西侧100

米路北
13072089595 周二、三、四、六上午7:30-11:00

桑梓镇卫生院
蓟县桑梓镇桑梓村街东桑梓

政府对面
18602263335

周二、三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周六上午7:30-

11:00

上仓医院
蓟县上仓镇政府西200米路

北
29856638 周一、二、四、六上午8:00-10:40

孙各庄卫生院 蓟县孙各庄满族乡政府对面 13752100278
周一、三、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

五百户医院
蓟县五百户镇政府西100米

路北
15122042900

周一、四上午8:00-11:00下午

13:00-16:30、周日上午8:00-

11:00

西龙虎峪镇卫生院 蓟县西龙虎峪镇镇政府西侧 13821848303
周二、五、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00-15:30

下仓医院 蓟县下仓镇后屯大后屯村北 13752294866
周一、三、五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30

下窝头卫生院
蓟县下窝头镇政府东100米

路南
13652016898 周二、五、六上午8:00-11:00

下营镇医院
蓟县下营镇下营村津围公路

与马营公路交口东行100米
13821313885

周一、二、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00

许家台卫生院 蓟县许家台镇政府东侧 13752494885
周二、四、六上午7:30-11:00下午

13:00-16:30

杨津庄卫生院
蓟县杨津庄镇杨津庄村津围

公路东侧
18222822151

周一、三、六上午8:00-11:00下午

13:30-16:30

尤古庄医院 蓟县尤古庄镇宝平公路东侧 13207662333
周一、三、五、六上午8:00-11:00

下午13:00-16:00

蓟县中医医院 蓟县渔阳南路19号 29191061
周一至周日上午7:30-11:30下午

13:30-17:30

芦台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金翠路

8号
022-69563711 周一至周日：8:00-11:00

桥北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近郊芦台镇前

北村
022-69192168 周一至周五：8:00-11:00

董庄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

村
18902126850

周一、三、五：8:00-11:00 2：

00-16：30

蓟州区

蓟州区

宁河区



大北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大北镇大北路

大北医院
022-69547054 周一、二、四、六：8:00-11:30

七里海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任凤乡任凤村 15712226590 周一至周六：8:00-11:30

南涧沽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兰台

村
022-69360041 周二、四、六：8:00-11:30

北淮淀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乡北淮

淀村
022-69321592 周一至周五：8:00-11:30

俵口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俵口乡解放村 022-69331670 周一至周五：8:00-11:30

东棘坨镇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 022-69377089 周一至周日：8:00-11:30

赵本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赵本

村
022-69439072

周二、四、六：8:00-11:30 13:00-

16:00

潘庄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二零五国道 022-69526732
周一、二、三、五、六：8:00-

11:30

造甲城镇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乡造甲

城村
022-69516932 周一至周五：8:30-11:30

宁河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四村小

南街
022-69418843 周一至周日：8:00-11:00

大辛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江洼口

村宝芦线
022-69262862 周一至周日：8:00-11:00

廉庄子乡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廉庄乡杨拔村

道口
022-69456784 周一至周五：8:00-11:30

苗庄镇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滨玉公路苗庄

政府北
022-69221068 周四、五、六、日：8:10-11:10

板桥镇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政府对

面
022-69469337 周一至周五：8:00-11:00

岳龙镇卫生院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岳龙村 022-69251373
每月单日：8:00-11:30 13:30-

16:30

丰台医院 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南侧 022-69489052 周一至周五：8:30-10:30

宁河区

宁河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