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接种单位名称 业务范围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东阁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常州路17号 0532-88321561

李园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人民路383号 0532-58826690

同和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同和同康路39号 0532-86301679

平度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院
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海州路101号 0532-83301891

白沙河街道办事处麻兰卫生院
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人民路49号 0532-58826570

平度市第五人民医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沽河路160号 0532-58825880

仁兆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文化路2号 0532-58825631
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双泉路97号 0532-83391090

南村镇郭庄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振兴路1号 0532-58826090
白沙河街道办事处张戈庄卫生

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青年路11号 0532-58826212

南村镇兰底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长生路95号 0532-58826607
蓼兰镇万家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万里街213号 0532-58825819
平度市第二人民医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高平路22号 0532-58825211

崔家集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振民街5号 0532-58826172
同和街道办事处白埠卫生院预

防接种站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市场路1号 0532-86306726

明村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胶东路147号 0532-58826910
明村镇马戈庄卫生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旭日路97号 0532-58826280

田庄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于幸路70号 0532-58826036
田庄镇张舍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商业街22号 0532-58502682
李园街道办事处门村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顺兴路57号 13206410816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三城路36号 0532-84327816

新河镇灰埠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文化路18号 0532-58826792
新河镇新河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新安路112号 17561912795
大泽山镇长乐卫生院预防接种

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长青路37号 0532-58826129

大泽山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泽山路3号 0532-58825605
旧店镇大田卫生院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兴田路35号 15376892297

旧店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金山路65号 0532-58825915
旧店镇祝沟卫生院预防接种门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永盛路14号 0532-83323809
云山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仙山街23号 0532-83340308

东阁街道办事处崔召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平旧路12号 0532-58825152

预防接种单位名称 业务范围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平度市人民医院产科预防接种 卡介苗、乙肝疫苗 扬州路112号 0532-58962579
平度市中医医院产科预防接种 卡介苗、乙肝疫苗 杭州路38号 0532-88322035
平度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预防接

种室
卡介苗、乙肝疫苗 青岛东路17-1号 0532-88393510

平度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预防
接种室

卡介苗、乙肝疫苗 高平路22号 0532-58825207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预防
接种室

卡介苗、乙肝疫苗 三城路36号 0532-84327865

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产科预防
接种室

卡介苗、乙肝疫苗 双泉路97号 0532-58655057

青岛市平度预防接种门诊

青岛市平度产科接种室



平度市第五人民医院产科预防
接种室

卡介苗、乙肝疫苗 沽河路160号 0532-58825755

青岛安馨妇产医院产科预防接
种室

   卡介苗、乙肝
疫苗

三城路236号 13953253853

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名称 业务范围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0532-58825165

0532-58825139（24小
云山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仙山街23号

 0532-83343295（24小
时）

0532-58825235

0532-58825234
0532-58826590

0532-58826587（24小
0532-58826651

0532-88374477（24小
0532-58826906

0532-58826892（24小
仁兆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文化路11号 0532-58825622

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双泉路97号 0532-83391560

0532-58825801

13969649136
平度市第五人民医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沽河路160号 0532-83363999

0532-83323820
0532-83321037（24小

同和街道办事处白埠卫生院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白埠市场路1号
0532-86301126 0532-
86301164（24小时）

东阁街道办事处卫生院狂犬病
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常州路17号 0532-88321501

崔家集镇中心卫生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振民街5号 0532-58826176

旧店镇大田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兴田路35号 0532-85361192

0532-58825597
0532-58825601(24小

0532-58826097
0532-58826091（24小

0532-58826778
0532-58826809（24小

旧店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金山路65号 0532-58825922

0532-58826560

0532-58826559（24小
明村镇马戈庄卫生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旭日路97号 0532-86331022

13964891225

0532-87328890（24小

东阁街道办事处崔召卫生院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平旧路12号

平度市第二人民医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高平路22号

南村镇兰底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长生路95号

李园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门
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人民路383号

明村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胶东路147号

蓼兰镇万家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万里街213号

旧店镇祝沟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永盛路22号

大泽山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
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泽山路3号

南村镇郭庄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振兴路1号

新河镇灰埠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文化路18号

白沙河街道办事处麻兰卫生院
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人民路49号

李园街道办事处门村卫生院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顺兴路57号

青岛市平度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0532-83301275

0532-83302676（24小

0532-58826226

0532-58826216

0532-58502671

13475442221
0532-58826117

0532-58826109（24小

0532-84327822

0532-85316000

17561926271

17561922795
同和街道办事处白埠卫生院同

和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同康路39号

0532-86301639，
17667512887（24小时）

田庄镇卫生院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于幸路70号
0532-58826029 

15963224797(24小时）

新河镇新河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新安路112号

田庄镇张舍卫生院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商业街22号

大泽山镇长乐卫生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长青路37号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三城路36号

平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院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海州路101号

白沙河街道办事处张戈庄卫生
院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狂犬病暴露处置 青年路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