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汇总表 
（2011 年 6 月更新） 

区县 所在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东城区 

北京市隆福医院 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18 号 64045195 

北京市第六医院 东城区交道口北二条 36 号 64035566-3219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8 号 58043127 

崇文区第一人民医院 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 130 号  67221756 

西城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 88325108 

北京市回民医院 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11 号 83912522 

朝阳区 

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朝阳区潘家园华威里 25 号 67773512 

中日友好医院 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2号 64222950 

朝阳区将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酒仙桥路 49 号 
64320941-8228 

84574324（夜） 

朝阳区三间房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三间房西村甲 479 号管庄医院急诊 65768486-8031 

朝阳区东坝医院 朝阳区东坝乡东风大队 2条 84311144 

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西甸中街 84595672-8120 

朝阳区双桥医院 朝阳区双桥东路 85392623-6116 

朝阳区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安慧里一区 17 号楼 64933226-206/226/215 

朝阳区王四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王四营乡乡政府东侧 67381141、67379393 

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延静西里 11 号 13910012362 

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小红门中街 1号 87604635，87602034-801（夜） 

朝阳区常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常营乡政府西侧 65435904 

朝阳区中医医院 朝阳区工体南路 6号 65531155-2101 



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光熙门北里 34 号楼—1 64288498-8036 64294323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首都机场宿舍区南路东里 17 号 64561919（24 小时） 

朝阳区大屯医院 朝阳区慧忠里小区 301 楼 
64951760-611、64951738（院

办） 

北京和睦家妇婴医疗保健中心 朝阳区将台路 2号 59277120，59277000 

朝阳区来广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来家园赢秋园小区北侧综合楼 84950728、84953056-8005 

朝阳区管庄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庄地区瑞祥里小区 15 号楼 85708181-8101/2 

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 250 号 85757762-8026 

朝阳区第二医院 朝阳区金台路 13 号内 2号 85993431-3975 

海淀区 

海淀医院 海淀区海淀路 151 号 82619999-0138 

中西医结合医院 海淀区永定路东街 3号 88223579 

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 海淀区清河三街 52 号 82712214 

海军总医院  海淀区阜成路 6号 66958323 

北京老年医院 海淀区温泉镇 118 号 62402943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 医院） 海淀区阜成路 51 号 66817386 

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466） 海淀区昌运宫 15 号 68412225-6306 

四季青医院 海淀区远大路 32 号 88446071-8025 

苏家坨医院 海淀区苏家坨乡镇政府路东 62454642-8005 

丰台区 

丰台医院（北院） 丰台区丰台镇西安街头条 1号 63811115-2462 

丰台医院（南院） 丰台区丰台南路 99 号 63811115-2461 

长辛店医院 丰台区长辛店东三坡三里甲 60 号 83876501 

铁营医院 丰台区永外东铁营街七条 1号 67631919-8202 

右外医院 丰台区右外东二条 5号 63538453 

南苑医院 丰台区南苑街道公所胡同 3号 67991313-8038 

731 医院 丰台区云岗街道镇岗南里 3号院 88536578 



花 乡 丰台区花乡四合庄 192 号 63726782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石景山区体育场南路 6号 88605007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中医院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5号 69867341-8055 

斋堂医院 门头沟区斋堂镇斋堂大街 33 号 69816644 

京煤集团总医院大台医院 门头沟区大台北大地 61870323（4、5）-34720 

房山区 

房山区中医医院 房山区城关保健路 4号 89322267 

房山区良乡医院 房山区良乡拱辰大街 45 号 81356154/81356389 

房山区长阳镇卫生院 房山区长阳镇长阳镇政府西侧 80351615 

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青龙湖镇豆各庄村 60321345 

房山区张坊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张坊镇张坊村 61338477 

房山区十渡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十渡镇八渡村 61340834 

房山区河北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河北镇河南村 60377213-8014/60377217 

房山区周口店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周口店大街 28 号 69301276-8006 

房山区长沟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长沟镇太和庄村 61339961-8020/61338477 

房山区琉璃河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琉璃河镇刘李店村中原大街 25 号 61393537-8106/8107 

房山区窦店中心卫生院 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 69396889 

房山区燕化凤凰医院 燕山迎风街 15 号 69342520/80345566-2101 

房山区疾控中心保健路综合门诊部 房山区良乡月华北大街 10 号 61355936 

通州区 

潞河医院 通州区新华南街 82 号 69543901-3257 

通州区第二医院 通州区马驹桥镇 60509269 

通州区永乐店卫生院 通州区永乐店镇 69568653-8016 

通州区老年病院（原次渠卫生院） 通州区台湖镇次渠村 69502154 

通州区西集卫生院 通州区西集镇 61576285 

通州区张家湾卫生院 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 69572762 



通州区宋庄卫生院 通州区宋庄镇 
69594606-817、803， 

69595708 

通州区梨园卫生院 通州区葛布店南里 11 号 81511566 

顺义区 

顺义区结核病防治中心 
顺义区府前东街大东路 2号 

（自来水公司东侧肿瘤医院内） 
69443478 或 69433226 转 823 

顺义区空港医院 顺义区后沙峪镇双峪街 49 号 80496772 转 844 

顺义区第二医院 
顺义区杨镇环镇东路 2号 

（顺平路杨镇小学路口北 200 米） 
61459913 

顺义区第三医院 顺义区牛山镇府前街 13 号 52135118 转 8125 

顺义区马坡卫生院 顺义区马坡镇马坡花园二区东侧 15311086583/69404194-8018 

大兴区 

大兴区医院 黄村西大街 44 号 60283125 

北京仁和医院 黄村镇兴丰大街 1号 69242469-2222 

大兴区红星医院 瀛海镇中兴路 3号 61278132 

大兴区亦庄医院 亦庄镇广德北巷 6号 67870490-8025 

大兴区西红门医院 西红门镇欣荣北大街 28 号 60244220 

大兴区礼贤镇中心卫生院 礼贤镇大辛庄中心村 89271505 

大兴区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 庞各庄镇繁荣村 89289448-8030 

大兴区长子营镇卫生院 长子营镇下长子村 80265046 

大兴区青云店镇中心卫生院 青云店镇五村 80211067 

大兴区黄村医院 黄村镇狼垡 61239456 

大兴区魏善庄镇中心卫生院 魏善庄镇半壁店 89231341-802 

大兴区黄村镇孙村卫生院 黄村镇孙村 61268040 

大兴区北臧村镇卫生院 北臧村镇北兴路 9号 60276179 

大兴区榆垡镇中心卫生院 榆垡镇政府路 89214111-8020 

大兴区采育镇中心卫生院 采育镇东二营村 80273323 



大兴区安定镇中心卫生院 安定镇善台子村 80232120-8012 

大兴区瀛海镇中心卫生院 瀛海镇政府对面 69271800-606 

昌平区 

昌平区医院 昌平区鼓楼北街 9号 69742328-2305 

昌平区中医医院 昌平区城北街道东环路 69715599 

昌平区南口医院 昌平区南口镇南辛路 2号 69771229 

昌平区沙河医院 昌平区沙河镇扶京门路 22 号 80728200 

昌平区华一医院 昌平区东小口镇霍营村 69796042 

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昌平区回龙观镇镇政府东 200 米 82951320-8002 

小汤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昌平区小汤山镇小汤山村南 61781542 

东小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昌平区东小口镇陈营村 84812601 

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昌平区北七家镇北七家村 69756429-8111 

平谷区 

平谷区医院 平谷区新平北路 59 号 89992561 

平谷区金海湖卫生院 平谷区韩庄华子前街 1号 69991449 

平谷区华山卫生院 平谷区华山镇华子前街 257 号 61947273 

平谷区中医院 平谷区平谷镇平祥路 6号 69970916 

平谷区峪口卫生院 平谷区峪口镇峪新大街 1号 61901790 

平谷区马坊卫生院 平谷区马坊西大街 32 号 60996805-8004 

怀柔区 
怀柔区第一医院 怀柔区青春路 1号 69683120 

怀柔区第二医院 怀柔区汤河口镇汤河口大街 5号 89671926 

密云县 

密云县医院 密云县鼓楼北大街 39 号 69055425 

密云县中医医院 密云县新中街 39 号 89039161-8676 

密云县太师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密云县太师屯镇永安街 76 号 69032622 

密云县妇幼保健院 密云县新南路 56 号 69043316-8054 

延庆县 延庆县中医医院 延庆县延庆镇新城街 11 号 
69149194 转 8850 

69147152 转 8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