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医疗机构医学检验室

区县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预约方式

万州区

1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新城路16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电话预约：023-58103062

2 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白岩一支路52号 电话预约：023-023-58121360

3 万州区上海医院 上海大道112号 电话预约：023-58550084

4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国本路27号 电话预约：023-58212184

5 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天城东路388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58116857

6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医院 王牌路1268号 电话预约：023-85787012

黔江区

7 黔江中心医院 城西九路63号 电话预约：023-79082046
8 黔江民族医院 正舟路南段550号 电话预约：023-85055822

9 黔江区中医院 城东街道石城路16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黔江区中医院                    
电话预约：023-79228212

涪陵区

10 涪陵中心医院 高笋塘路2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11 涪陵区妇幼保健院 太极大道21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12 涪陵区中医院 太乙大道15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13 涪陵区人民医院 民康巷6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渝中区

1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渝中院区） 友谊路1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医一院

1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中山二路13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医儿童医院

16 重庆市人民医院（渝中院区） 枇杷山正街104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国科大重庆医院                         
电话预约：023-63515024

17 市急救医疗中心 健康路1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18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渝中区长江支路10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大坪医院

19 市中医骨科医院 新华路48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                      
支付宝服务号预约：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                     
电话预约电话：12320

20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渝中院区） 临江路74号 电话预约：023-63693156、023-63693024

21 重庆仁品耳鼻喉医院 经纬大道772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仁品耳鼻喉医院                    
电话预约023-68966666

22 市中医院(道门口院区) 道门口40号 电话预约：023-63731325、023-63841824

江北区

23 市中医院（南桥寺院区） 石马河街道盘溪七支路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中医院服务号

24 市精神卫生中心 金紫山102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江北区
25 陆军第958医院 建新东路2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958医院

26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嘉陵一村1号 暂不提供预约服务

27 江北区中医院（2020年11月23日） 建新东路3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

28 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洋河二村4号 电话预约：023-86715087

29 迈基诺重庆医学检验实验室 港城东环路6号5-1 电话预约： 023-67489381、17782336540

沙坪坝区

30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小龙坎新街44号 电话预约：023-65365130

31 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陈家桥陈东路17号 电话预约：023-81151800

32 沙坪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青木关镇青凤路1号 电话预约：023-61969932

33 市肿瘤医院 汉渝路131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34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歌乐山保育路109号 电话预约：023-65269861；65503420

35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高滩岩正街29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36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新桥正街183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37 沙坪坝区中医院 杨公桥168号 电话预约：61733051；61733014

38 鼎晶医学检验实验室 西园北街14号4号楼七楼 微信公众号预约：鼎晶生物                                
电话预约：023-65213991

九龙坡区

39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东城院区） 石坪桥冶金三村7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40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黄桷坪铁路新村16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41 九龙坡区中医院 马王乡龙泉村160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

42 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梁山田坝2村18幢6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43 高新区人民医院 石桥铺正街282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44 重庆建设医院 谢家湾龙腾大道6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45 九龙坡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西彭镇大同街74号 电话预约：023-68852651

南岸区

46 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 弹子石卫国路90 电话预约：023-62529076

47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江南院区） 天文大道288号 电话预约：023-62888090

48 市第五人民医院 仁济路24号 电话预约：023-62896003

4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南城大道301号 电话预约：023-61929500

50 南岸区人民医院 江南大道34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南岸区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62876999

51 东南医院 茶园新区通江大道98号 电话预约：023-68822960

52 艾迪康医学检验实验室 茶园通江大道218号7栋3楼 电话预约：023-62870358  18696604505

北碚区

53 市第九人民医院 嘉陵村6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54 北碚区中医院 将军路380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55 西南大学医院 天生路2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西南大学医院服务号

56 浦洛通医学检验实验室 北温泉街道安礼路128号3幢9-1 电话预约：023-68305380

57 捷时医学检验实验室 京东方大道374号 电话预约：023-68279008

渝北区

58 市妇幼保健院 龙山路120号 电话预约：023-60354300



渝北区

59 渝北区人民医院 中央公园北路23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67821037

60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双湖支路1号 电话预约：023-60353333

61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双湖支路73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电话预约：023-67195092  

62 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武陵路1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67612873

63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松石北路426号 电话预约：023-88860111
64 重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红石路185号 电话预约：023-86883388

巴南区

65 巴南区人民医院 龙州湾街道渝南大道659号 电话预约：023-66222458
66 市第七人民医院 李家沱工联1村1号 电话预约：023-62589767
67 巴南区中医院 龙洲湾街道龙德路20号 电话预约：023-66222488
68 巴南区精卫中心 界石镇东城大道2479号 电话预约：023-66419223
69 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花溪街道花溪新村18号 电话预约：023-62857814

长寿区

70 长寿区人民医院 凤城街道北观1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40242250 

71 长寿区中医院 杏林路1号
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                 
电话预约：023-87655545    

72 长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凤城街道桃西路9号 电话预约：023-40232769                                 

江津区

73 江津区中心医院 江州大道72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74 江津区中医院 德感津马路458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                    

75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鼎山街道江州大道192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76 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白沙镇新沙路61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合川区

77 合川区人民医院 希尔安大道136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78 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合川区合师路33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电话预约：023-81660550

79 合川区妇幼保健院 合阳大道1089号 电话预约：023-42822666

80 重庆合川宏仁医院 北环路6号、8号 电话预约：023-42867162

81 合川区中医院 南津街书院路54号 电话预约：023-42731003

永川区

82 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人民大道198号 电话预约：023-49589275

83 永川区中医院 迎宾大道2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服务号              
电话预约：023-49826120

84 永川区人民医院 汇龙大道37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8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萱花路43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医附属永川医院                           
电话预约：023-87167901 



永川区

86 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媛医院） 渝西大道中段1094号 电话预约：023-61130700

南川区
87 南川区人民医院 南大街1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71694051

88 重庆宏仁一医院 渝南大道6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89 南川区中医医院 隆化大道15号 电话预约：023-71423411

綦江区
90 綦江区人民医院 古南街道沱湾支路54号 电话预约：023-48652009

91 綦江区中医院 通惠街道惠登路69号 电话预约：023-48793941

92 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通惠街道通惠大道71号 电话预约：023-48611379

大足区
93 大足区人民医院 棠香街道二环南路1073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94 大足区中医院 龙岗街道一环北路中段218号 电话预约：023-43789064

璧山区
95 璧山区人民医院 璧泉街道双星大道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96 璧山区妇幼保健院 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6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健院

97 璧山区中医院 璧城街道中医院巷80号 电话预约：023-41410678

铜梁区
98 铜梁区中医院 巴川街道龙门街200号 电话预约：023-45659137

99 铜梁区人民医院 东城街道中兴东路528号 电话预约：023-45653312

100 铜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南城街道白龙大道398号 电话预约：023-45677980

潼南区
101 潼南区人民医院 梓潼街道办事处大同街271号 电话预约：023-44586977

102 潼南区中医院 桂林街道办事处巴渝大道中段836号 电话预约：023-44551551

荣昌区

103 荣昌区人民医院 昌元街道广场北路3号 电话预约：023-46783086

104 荣昌区中医院 昌元街道西大街101号 电话预约：023-46751309

105 荣昌区妇幼保健院 昌州街道荣昌大道379号 电话预约：023-46733601

106 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 昌元街道昌州大道西段西路32号 电话预约：023-46387105

开州区

107 开州区人民医院 汉丰街道安康路8号 电话预约：023-52663062

108 开州区中医院 开州大道西206号 电话预约：023-52234779、52120100

109 开州区妇幼保健院 开州大道西123号 电话预约：023-52222278

110 开州安康医院 文峰街道城达街36号 电话预约：13452783068、023-85920120

梁平区
111 梁平区人民医院 双桂街道碧桂路16号 电话预约：023-81171828

112 梁平区中医医院 梁山街道西正街251号 电话预约：023-53222428

武隆区

113 武隆区人民医院 凤山街道建设东路3号 电话预约：023-77770715

114 武隆区妇幼保健院 凤山街道建设东路188号 电话预约：023-85618519

115 重庆武隆福康医院 芙蓉街道芙蓉西路62号 电话预约：023-77712838

116 武隆区中医院 凤山街道龙湖路215号 电话预约：023-77775133

城口县 117 城口县人民医院 葛城街道文化路14号 电话预约：023-59229656



丰都县
118 丰都县人民医院 三合街道芦塘街33号 电话预约：023-70611707

119 丰都县中医院 三合街道平都大道东段198号 电话预约：023-70638242

垫江县
120 垫江县人民医院 北外街1166号 电话预约：023-85652222

121 垫江县中医院 桂溪镇工农路502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垫江县中医院

忠县

122 忠县人民医院 忠州街道中博支路2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54230398  

123 忠县中医医院 忠州街道健康路41号 电话预约：023-54232195

124 忠县妇幼保健院 忠州街道红星支路25号 电话预约：023-54240679

云阳县

125 云阳县人民医院 青龙街道亮水坪路398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云阳县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55120761 

126 云阳县中医院 双江街道北城大道618号 电话预约：023-55169120

127 云阳县双江人民医院 云江大道768号 电话预约：023-55161955

奉节县

128 奉节县人民医院 鱼复街道康宁街2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奉节县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56594704

129 奉节县中医院 永安街道诗仙西路8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奉节县中医院                           
电话预约：023-56622852

130 奉节县妇幼保健院 鱼复街道永安路183号 电话预约：023-56555633

巫山县
131 巫山县人民医院 高唐街道广东西路168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132 巫山县中医院 广东中路277号 电话预约：023-57680003

巫溪县
133 巫溪县人民医院 柏杨街道万通路100号 电话预约：023-51522410

134 巫溪县中医院 宁河街道滨河南路392号 电话预约：13594481957

石柱县
135 石柱县人民医院 万安街道都督大道2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

136 石柱县中医院 南宾街道万寿大道8号 暂未提供预约服务

秀山县
137 秀山县人民医院 中和街道迎凤路205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秀山县人民医院

138 秀山县中医院 中和街道解放路21号 电话预约：023-76662176

酉阳县
139 酉阳县人民医院 桃花源街道桃花源大道中路102号 电话预约：023-75552081

140 酉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桃花源达到中路138号 电话预约：15023958168

彭水县
141 彭水县人民医院 汉葭街道文庙街50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彭水人民医院

142 彭水县中医院 汉葭街道高家台街47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彭水县中医院

两江新区

143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人和街道人兴路199路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61108404 



两江新区

144 重庆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 大竹林街道楠竹路3号 电话预约：023-67685086转8003

145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人和星光大道69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电话预约：023-63110120转1

146 市人民医院 星光大道118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市人民医院                         
电话预约：023-63390123

147 重庆慎安医院 华山中路2号莱佛士医院 电话预约：023-86006999

高新区

148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大学城中路55号 电话预约：023-65715700

149 博奥医学检验实验室 高新大道6号西区孵化楼1号楼 电话预约：15223399023

150 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 大学城思贤路200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庆海吉亚医院肿瘤风险筛查中心       
电话预约：023-81390801，17830859168

万盛 151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万东北路43号；清溪桥34号 电话预约：023-81711640

大渡口区

152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翠柏路102号 电话预约：023-68680745

153 重钢总医院 大堰三村特一号 微信公众号预约：重钢总医院

154 重庆凯普医学检验所 天安数码城一期5幢602 电话预约：13399857912

155 重庆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 天安数码城云谷5栋11楼 电话预约：023-63066209

156 重庆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 天安数码城3栋2-1 电话预约：023-68939918

157 重庆铂肴医学检验实验室 天安数码城5幢5-1 电话预约：023-68920261

158 重庆大家医学检验实验室 建桥工业园C区楼宇标准厂房第31栋1-3层 电话预约：023-67096775

159 重庆伯豪医学检验实验室 天安数码城5幢16-1 电话预约：023-68870868

160 重庆今创泛生医学检验实验室 春晖路街道翠柏路101号5幢9-1 电话预约：023-68915807

161 重庆兰卫医学检验实验室 天安数码城3栋8-1 电话预约：023-68961003，17782399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