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信息
县（市
、区）

乡镇（街道、社区）

提供基本
公共卫生
服务机构
名称

联系电话

机构地址

铁岭市 清河区 红旗街、向阳街农村

街道卫生
院

15042056663

清河区向阳
街68号1楼

铁岭市 清河区 张相镇

张相镇防
保站

张相镇张相
13941065251 屯村7组402
号

铁岭市 清河区 杨木林子乡

杨木防保
站

1337280982

前杨木村7
组160号

铁岭市 清河区 聂家满族乡

聂家乡防
保站

13065242375

聂家沟村21
号

铁岭市 清河区 红旗街、向阳街

尚阳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13314100002

清河区向阳
街68号2楼

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4、孕产妇健康管理5、老年人健康管理6、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7、肺结核患者管理8、中医药健康指导管
理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10、卫生
监督协管。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4、孕产妇健康管理5、老年人健康管理6、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7、肺结核患者管理8、中医药健康指导管
理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10、卫生
监督协管。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4、孕产妇健康管理5、老年人健康管理6、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7、肺结核患者管理8、中医药健康指导管
理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10、卫生
监督协管。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4、孕产妇健康管理5、老年人健康管理6、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7、肺结核患者管理8、中医药健康指导管
理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10、卫生
监督协管。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4、孕产妇健康管理5、老年人健康管理6、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7、肺结核患者管理8、中医药健康指导管
理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10、卫生
监督协管。

育才社区1、2、3、4号楼，电业小区1号
、2号、3号楼，一局7号、8号、9号、18
号、19号、20号、21号、22号、23号、24
号、25号、26号、27号、28号楼，电厂34
号，35号楼，教师楼，盛景小区10座楼，
高中家属楼1号、2号、3号、4号楼，羽华
小区1号、2号、3号楼，明阳小区1号、2
号楼，广播局家属楼，建行家属楼，保险
铁岭市 清河区
公司家属楼，管理局3号4号7号8号9号
楼，清河新城小区，民政局家属楼，粮食
局综合楼，粮食局家属楼，电业局家属
楼，鸿宇世纪新城17座楼，新华家园小
区，电厂34号，35号楼。金澜社区翼翔一
期、二期，云松家园一期二期，清河村一
号二号三号4号楼。红旗街家属楼两座楼
。

铁岭市清
河区红旗
街育才社
区卫生服
务站

清河区清河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13224105557 路粮食局综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合楼4-1-1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铁岭市清
土地局家属楼、粮油大厅楼、康建小区、
河区红旗
水仙小区、金品逸居、云松雅苑、东旭花
铁岭市 清河区
街东兴社
园、星辉小区、自来水家属楼、东宁小区
区卫生服
、东宁花园、金枫雅居、新检察院家属楼
务站

清河区红旗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13604101855 街康健小区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8号门市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水建商场综合楼、开发楼、安居楼、社保
局家属楼、商业局家属楼、清河村楼、电
厂70-117号楼、公安局家属楼、人防办家
铁岭市 清河区 属楼、征稽所家属楼、交通局家属楼、种
子公司家属楼、党校楼、商业局家属楼、
南山平房、法院家属楼、朝阳小区、环翠
小区

清河区繁荣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高血压患者健康
路6号党校
13500406715
管理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5、结核病防治6、传染病
家属楼1-1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1

铁岭市清
河区红旗
街清波社
区卫生服
务站

一局1.2.3.4号楼，检察院家属楼，管理
局1.2号楼，电厂33.34.35.36号楼，工商
局家属楼，广播局家属楼，计生委楼，人
大楼1.2号楼，富丽小区1.2.3号楼，区委
铁岭市 清河区 1号楼，区医院家属楼，联社1.2号楼，林
溪左岸小区，商品楼1-8号楼，教师1.2号
楼，农行家属楼，财政局家属楼，劳动就
业局，建安5号楼，电厂1-16号楼，建材
小区，杨木场家属楼

益民～崇
源两个社
区卫生服
务站

清河区翼翔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花园小区2
13591030623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号楼门市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17-18号

电厂17号—25号楼，39号—51号楼，政府
1号2号楼，政协1号楼，管理局5号6号
铁岭市 清河区 楼，联社楼，三局综合楼，邮局1号2号
楼，逸龙小区7号—10号楼，明珠大厦，
工建行楼，税务局1号2号楼

清河区向
阳街振兴
社区卫生
服务站

72176015

南山小区68号-新71楼、电厂51-57号楼、
电厂26-31号楼、电厂58-67号楼、电厂
明珠社区
18-25号楼、电厂三合园小区、逸龙小区
铁岭市 清河区
卫生服务
、交通局家属楼、工商行家属楼、政协家
站
属楼、明珠大厦、国税局家属楼、三局家
属楼、开发10号楼

清河区向阳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街三局综合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楼4-1-1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清河区清河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高血压糖尿病患
13591080718 路66甲2号 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预防5、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富丽小区 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温庄子分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众
康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18004107001 城南街一委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桑园岭分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众
康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8004107001 桑园岭分场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管理、慢病
管理、传染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卫生监督协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铁岭经济开发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福
康社区服
务中心

铁岭职工医
院后楼一楼
17704109952
（银州区城
南街76号）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铁岭经济开发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众
康社区服
务中心

开发区红旗
分场，岭东
18004107001
街商业25120-0号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富州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富
州社区服
务站

72690665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南柳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南
柳社区服
务站

开发区盛峰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嘉苑B区西
15898078888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侧9号楼5号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门市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桑园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桑
园社区服
务站

开发区桑园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分场优山美
13050848546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地小区A17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8签约服务
2-101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橡塑产业园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橡
塑产业园
社区服务
站

72601585

铁岭经济开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发区新兴街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医养中心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9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雍景天城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雍
景天城社
区服务站

开发区银南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钢材市场雍
13008274177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景天城小区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10签约服务
431-2号

开发区新场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小区11号楼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7号门市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7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熊谷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熊
谷社区服
务站

开发区熊谷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13464073456 小区北2号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门市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11签约服务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御点江山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御
点江山社
区服务站

开发区御点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江山小区2
13154101623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期3号楼2单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12签约服务
元101室

铁岭经
铁岭市 济开发 华夏紫荆城社区
区

铁岭经济
开发区华
夏紫荆城
社区服务
站

银州区柴河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2.健康教育 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街南段学府
13050840485
理 4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5结核病防治 6传染病及突
佳苑1号楼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13签约服务
4-5号门市

铁岭市 银州区 银州区龙山乡

银州区龙
山卫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龙山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050828309 乡柴河沿村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102国道旁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红旗街道

富州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77300278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红旗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街繁荣路48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道、铁西街、岭东街、辽海街

康桥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工人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841093968 街南环路14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红旗街道、柴河街

银岗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银岗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043836677
小区6号楼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道、红旗街

春园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南马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5542967889
路17-1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辽海街道

金秋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辽海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8104103988
街南段29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道

春园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南马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5542967889
路17-1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铜钟街

惠民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74855401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光荣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街62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道、铁西街、岭东街、辽海街

康桥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工人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841093968 街南环路14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铁西街道

汇兴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铁西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700102289
街139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铜钟街道、柴河街道、红旗街道

富州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红旗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街繁荣路48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77300278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光荣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街62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工人街、铜钟街

惠民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74855401

铁岭市 银州区 铜钟街道、柴河街道

利民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广裕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614905600 街13委103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柴河街道

富州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77300278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红旗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街繁荣路48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铜钟街道、柴河街道

利民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广裕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614905600 街13委103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号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红旗街道、柴河街

银岗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银岗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043836677
小区6号楼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岭东街道

岭东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岭东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3204207063
街18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辽海街道

保康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世纪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5164111651
园3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银州区 辽海街道

金秋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银州区辽海 管理；孕产妇管理；老年人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18104103988
街南段29号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管
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昌图县 昌图镇

昌图镇预
防保健所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昌图镇铁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041066496 路与文化大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街交汇处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老城镇

老城镇预
防保健所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591016388 老城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五勤村(1-8)

老城镇卫
生预防保
健所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6岁儿童健康管理、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
75275214 老城镇东街 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
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八面城镇

八面城镇
预防保健
所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八面城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941047626
北街15组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三江口镇

三江口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841010346 三江口镇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金家镇

金家镇中
心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504108870 金家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宝力镇

宝力镇中
心卫生院
防保科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69866 宝力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宝力村1、2组小区家属楼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6岁儿童健康管理、
宝力镇中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
心卫生院 15941007410 宝力镇街内 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
防保科
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服务工作

铁岭市 昌图县 泉头满族镇

泉头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
02475501257 泉头镇街内 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双庙子镇

双庙子中
心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591085568 双庙子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亮中桥镇

亮中桥镇
中心卫生
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亮中桥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304108568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马仲河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马仲河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898086323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毛家店镇

毛家店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毛家店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8698237644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老四平镇

老四平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老四平镇卫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8641035133
生院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大洼镇

大洼镇中
心卫生院

15898080288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头道镇

昌图县头
道镇卫生
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头道镇明达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70170101
街十号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此路树镇

昌图县鴜
鹭树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昌图县此路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841030555
树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马仲河镇

大洼镇

铁岭市 昌图县 付家镇

付家镇中
心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610902777 付家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四合镇

昌图县四
合镇卫生
院

13941032146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朝阳镇

朝阳镇卫
生院

15898084793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七家子镇

七家子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七家子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042029126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东嘎镇

东嘎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44198 东嘎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四面城镇

四面城镇
防保站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31855 四面城镇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前双井子镇

昌图县前
双井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昌图县前双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041065279
井镇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大兴乡

大兴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241713088 大兴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十八家子乡

十八家子
镇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十八家子镇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38858
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通江口乡

通江口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孤榆树村五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214250239
组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大四家子乡

大四家子
镇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大四家子镇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63335
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后窑乡

后窑镇卫
生院防保
科

健康教育、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
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健康管
13700106612 后窑镇街内
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
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长发乡

长发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70100016 长发乡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太平乡

太平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941012551 太平镇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下二台乡

昌图县下
二台镇卫
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下二台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56977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平安堡乡

平安堡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平安堡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5898076558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曲家店乡

曲家店镇
卫生院

辽宁省昌图
县曲家店镇
13591028958
街道二组
177号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三江口农场

铁岭市三
江口农场
防保站

13941089611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宝力农场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8641006100
里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宝力农场

宝力农场
医院

铁岭市 昌图县 新乡农场

新乡农场
职工医院

铁岭市 昌图县 付家林场

付家林场
防保站

健康教育、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
15141487890 付家林场 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忙牛马场

毛家店镇
卫生院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毛家店镇街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8698237644
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两家子农场

昌图县两
家子农场
防保站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两家子农场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464103795
九分场街内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昌图县 昌图镇滨河以北、老城镇社区

昌图镇永
康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昌图镇站前
13050805136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大街29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
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
13591015696 辽宁省昌图
结核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县新乡农场 、卫生监督协管、健康素养促进
街道二组

铁岭市 昌图县 昌图镇城关河以南

昌图镇彤
健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昌图镇铁南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13941011003 路与文化大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街交汇处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昌图县 昌图镇滨河以北、老城镇社区

昌图镇永
康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昌图镇站前
13050805136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大街29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昌图县 八面城镇城区

八面城镇
利康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八面城镇北
13470116969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街15组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昌图县 西街社区

昌图镇西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西街社区

昌图镇金
月湖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昌图镇西街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13464164266 17组333栋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012号
务

昌图镇金月
湖畔小区
15141037117 （迎宾路12
号门市B72-3）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昌图镇金
月湾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昌图镇宇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金月湾D座2
18741079477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单元7.8号
务
门市

铁岭市 昌图县 中街社区

昌图镇东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昌图镇东街
26组129幢
13358949938 昌盛壹品B5
号楼
110

铁岭市 昌图县 北街社区

昌图镇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昌图镇北街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15041032788 4组292栋01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号
务

铁岭市 昌图县 南街社区

昌图镇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镇南街
13624905598 31组505幢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铁岭市 昌图县 关山社区

昌图镇关
山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果园社区

昌图镇果
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西街社区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昌图镇北街 务
13898224444 1委1组1号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镇北街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47组368栋 务
13470146978
014号

铁岭市 昌图县 滨河社区

昌图镇滨
河社区卫
生服务站
18841047357

铁岭市 昌图县 文萃社区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北街6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组329栋02 务
号
昌图镇文萃
路职高家属
楼(昌图镇
南街40组
713栋5号)

昌图镇文
萃社区卫
生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13898224444
铁岭市 昌图县 宏运社区

昌图镇宏
运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南街社区

老城镇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北街社区

老城镇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西街社区

老城镇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铁岭市 昌图县 东街社区

老城镇南
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昌图镇宏运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二期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B1—10.11 务
18841047357
号门市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昌图镇老城 务
13470138277 南街16组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镇老城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13470138277 南街16组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镇老城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13470138277 南街16组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昌图镇老城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13470138277 南街16组 务

铁岭市 昌图县 站前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土城里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财神庙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伍甲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武营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烧饼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柳河社区

铁岭市 昌图县 柳河社区

八面城镇
东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西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东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西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东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西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东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八面城镇
西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75034374

15841067381

75034374

15841067381

75034374

15841067381

75034374

15841067381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东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武营委5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组6号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西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22组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东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武营委5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组6号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西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22组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东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武营委5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组6号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西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22组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东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武营委5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组6号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八面城镇西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街22组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铁岭市 开原市 老城街道

老城街预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健康管
老城街道石 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
13941008167
塔社区 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健
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兴开街道

兴开街预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开原市铁西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13898596649 街西环路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456号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威远堡镇

铁岭市 开原市 庆云堡镇

铁岭市 开原市 中固镇

铁岭市 开原市 八棵树镇

铁岭市 开原市 金沟子镇
铁岭市 开原市 八宝镇

铁岭市 开原市 业民镇

威远堡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庆云堡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中固堡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八棵树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金沟子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八宝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业民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13644107858

威远镇威远 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孕产妇儿童保健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
村6组
工作

13898576326 河东村五组

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孕产妇儿童保健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
工作

13274206445

中固镇2委1 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孕产妇儿童保健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
组083号 工作

15898024070

八棵树村95 建立居民档案.预防接种.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
号
精神病.结核病.管理

13941034126

金沟子镇金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沟子村

13081791955

八宝镇八宝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村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健康管
业民镇业民
18641071567
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
村一组
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莲花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莲花镇孤榆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15841017998
村一组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莲花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13941085063 孤榆村一组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靠山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健康管理、3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
13941001915 靠山村四组
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雷管、健康
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城东乡

城东卫生
预防保健
站

13898581197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城东村2组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三家子乡

三家子卫
生预防保
健站

13591060987

三家子乡5
居民健康档案
组

铁岭市 开原市 莲花镇

铁岭市 开原市 王家店村民委员会

铁岭市 开原市 靠山镇

铁岭市 开原市 马家寨乡

马家寨卫
生预防保
健站

马家寨马家
15141019779 寨村卫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内

铁岭市 开原市 上肥地乡

上肥地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上肥镇上肥 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7岁儿童、孕
13591628805 地村1组222 产妇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严
号
重精神障碍、结核病管理、突发公共卫生、卫生监督、

铁岭市 开原市 上肥地村民委员会

上肥镇防
保站

上肥镇上肥
15041022629 地村1组222 公共卫生服务全项
号

下肥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西下肥村八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13188687358
组62号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黄旗寨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黄旗寨镇黄 健康管理、11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15841004158
旗寨村七组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下肥地乡

铁岭市 开原市 黄旗寨乡

松山镇卫
生预防保
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15141060987 松山村一组
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李家台镇
卫生预防
保健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李家台村一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
13188671497
组232
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雷管、健康
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林丰乡

林丰卫生
预防保健
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林丰村一组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
13898570998
66号
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雷管、健康
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新城街道

益民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孕产妇健康管理4
站前街一委 、老年人保健5、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6、传染病和突发
13898227036
一组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卫生监督协管8、中医药健
康管理9、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新城街道

普康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孕产妇健康管理4
、老年人保健5、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6、传染病和突发
胜利街7号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卫生监督协管8、中医药健
康管理9、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松山堡乡

铁岭市 开原市 李家台乡

13470122345

铁岭市 开原市 新城街道

维康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13700107117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孕产妇健康管理4
哈大路286 、老年人保健5、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6、传染病和突发
号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卫生监督协管8、中医药健
康管理9、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新城街道

新城街卫
生预防保
健站

13500403900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
新华路157 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
号
管理、肺结核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雷管、健康
素养促进

铁岭市 开原市 站前社区

站前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188686328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街八一街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107-1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富强社区

富强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941027863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街剧场路5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光明社区

光明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8041036567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熊谷小区E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座门市6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胜利社区

胜利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开原市开原
13841092511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大街86-15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铁西社区

铁西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5041056222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开原市义和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路15-10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孙台社区

孙台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街紫市路成
13841003868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爱小区4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2

铁岭市 开原市 石台社区

石台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841082020 街紫玉嘉园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门市B2-7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金山社区

金山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8698203166 街建设东街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门市62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百花社区

百花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841059005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京开小区1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号楼25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迎宾社区

迎宾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5841049831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开原市水塔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街门市79-3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转盘社区

转盘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019912233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街光明路6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育才社区

育才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开原市解放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5164118123 路379号甲-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1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新都社区

新都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134107054

铁岭市 开原市 和平社区

和平社区
卫生服务
站

开原市新城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街谷丰路开
13841081538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街大街282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号

铁岭市 开原市 城南社区

城南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470122345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胜利街7号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开原市 石塔社区和线河社区

石塔社区
卫生服务
站

老城街石塔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514103288 社区六委六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组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兀术街道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周岁儿
调兵山大街 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保健；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3号
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铁岭市

调兵山
兀术街道
市

铁岭市

站前社区
调兵山 中心小区、站前小区、山城家苑及周边散
卫生服务
市
居
站

76865401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开原市园丁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街42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站前社区中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941014418 心小区19楼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58号门市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苗圃社区
调兵山 新湖小区、苗圃、新兴、宇泰、裕安、林
卫生服务
市
业局住宅、调兵沟社区
站

13898595333

裕安小区10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楼46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山社区
调兵山 西山小区、兵山小区、供电小区、北三街
卫生服务
市
及周围散居
站

13030797688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西山小区13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号楼门市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苗圃社区
调兵山 新湖小区、苗圃、新兴、宇泰、裕安、林
卫生服务
市
业局住宅、调兵沟社区
站

13898595333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裕安小区10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楼46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两千平社
调兵山 两千平、丰源、吉源、嘉鑫源、建委四栋
铁岭市
区卫生服
市
楼及散居
务站

两千平小区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841065588 北侧12号门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市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宏大社区
调兵山 宏大、公园、环山家苑、嘉华园、文化、
铁岭市
卫生服务
公园1号
市
站

兀术街街道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5241044555 宏大社区39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楼25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调兵山
一区、二区、康泰小区
市

康泰社区
卫生服务
站

13028279601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康泰小区8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号楼门市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振兴社区
调兵山 三区、四区、振兴、永城馨苑、嘉和园及
卫生服务
市
周围散居
站

15042089555

三区永城馨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苑4号楼门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市

平安社区
调兵山 平安、惠安、格林、惠南、兀术花园、林
铁岭市
卫生服务
市
丰
站

格林小城商
业街11楼门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941044044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市
114——115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号

铁岭市

调兵山
观山郡小区、中央华景、檀香湾
市

观山郡社
区卫生服
务站

观山郡小区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941090755 9号楼1单元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102号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调兵山
金都名苑小区、东方家园小区
市

电厂北社
区卫生服
务站

东方家园二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
13841008838 期10号楼2- 理；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3门市
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新台子镇

铁岭县新
台子镇民
康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预防接种4、0-6
铁岭县新台 岁儿童健康管理5、孕产妇健康管理6、老年人保健7、
13941000901 子镇中央街 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8、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3委
告和处理9、卫生监督协管10、中医药健康管理11、签
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铁岭县凡河新区

铁岭新城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健康教育3、预防接种4、0-6
铁岭市新城 岁儿童健康管理5、孕产妇健康管理6、老年人保健7、
15214219950 区钟山路北 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8、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段6号
告和处理9、卫生监督协管10、中医药健康管理11、签
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新台子镇新兴社区

铁岭县新
台子镇新
兴社区卫
生服务站

新台子镇繁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5841000066 荣街繁荣小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区4委236号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新台子镇文化社区

铁岭县新
台子镇文
化社区卫
生服务站

新台子镇胜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8341062255 利街派出所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小区3号楼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凡河新区浅水湾1号

铁岭市新城
浅水湾1号
区浅水湾1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社区卫生 18941021123 号龙湖居18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服务站
号楼1单元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1A

铁岭市 铁岭县

水木华园
凡河新区水木、秦淮、鑫博苑、紫御豪庭
社区卫生
、
服务站

铁岭市新城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5104000259 区黄山路50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号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状元府社
凡河新区状元府、新弘国际城、逸湾苑、
区卫生服
全生活、幸福湾、喜地花园
务站

13464161606

凡河新城状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元府12座5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号门市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凡河
凡河新区金鼎观澜、新都花园、有巢氏市 新城新都
铁岭市 铁岭县
花园社区
政花园广场、莲花湖一号、红石郡
卫生服务
站

新城区新都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花园小区商
18041033818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业网店二34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号门市

铁岭市 铁岭县 凡河新区农民新村、钟山柳岸

农民新村
社区卫生
服务站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新城区钟山
13841063886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路4-14号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凡河新区金月蓝湾社区

金月蓝湾
社区卫生
服务站

铁岭市新城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3591062622 区泰山路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18号

铁岭市 铁岭县 凡河新区天水佳苑社区

天水佳苑
社区卫生
服务站

凡河新区天
水嘉苑社区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3804104700 泰山路49-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16号楼3号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门市

铁岭市 铁岭县 凡河新区幸福里社区、名邦尚品社区

铁岭县凡
河镇幸福
里社区卫
生服务站

凡河镇幸福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13941032835 里小区33号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楼1号2门市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铁岭市 铁岭县 腰堡镇康兴社区（东西区）

铁岭县腰
堡镇康兴
社区卫生
服务站

铁岭县腰堡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2、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2型糖
镇康兴家园
18041010009
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结核病防治。5、健康教育6、传
西区门市9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7、签约服务
、10号

西丰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13591013366 镇民主街26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平岗镇

平岗镇中
心卫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平岗 预防接种、0-7岁儿童健康管理、
13941033064 镇中心委八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组326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郜家店镇

郜家店镇
中心卫生
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8岁儿童健康管理、
郜家店镇郜
13188439846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家店街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凉泉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9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凉泉
13841096936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镇泉北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西丰镇

铁岭市 西丰县 凉泉镇

铁岭市 西丰县 振兴镇

铁岭市 西丰县 安民镇

铁岭市 西丰县 天德镇

铁岭市 西丰县 房木镇

铁岭市 西丰县 陶然乡

振兴镇中
心卫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10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振兴
13188651879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镇振兴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安民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安民 预防接种、0-11岁儿童健康管理、
13841073337 镇街道三组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010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天德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12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天德
13841029418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镇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房木镇中
心卫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13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房木
15898019018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镇房木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陶然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14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陶然
17741066690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镇陶然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柏榆乡

铁岭市 西丰县 德兴乡

铁岭市 西丰县 钓鱼乡

铁岭市 西丰县 明德乡

铁岭市 西丰县 成平满族乡

柏榆卫生
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辽宁省西丰 预防接种、0-15岁儿童健康管理、
13591032230 县柏榆镇柏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榆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德兴乡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德兴 预防接种、0-16岁儿童健康管理、
13591032921 乡德兴村德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兴屯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钓鱼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钓鱼 预防接种、0-17岁儿童健康管理、
13941023852 镇钓鱼村钓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鱼屯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明德乡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18岁儿童健康管理、
明德乡明德
15304107053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成平乡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成平 预防接种、0-19岁儿童健康管理、
13941099785 乡成平村成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平屯035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20岁儿童健康管理、
西丰县和隆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乡和隆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和隆乡卫
生院

77270077

营厂乡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营厂 预防接种、0-21岁儿童健康管理、
13065216719 乡营厂村营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北屯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金星乡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0-22岁儿童健康管理、
金星乡金星
13364246222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更刻乡

更刻镇卫
生院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更刻 预防接种、0-23岁儿童健康管理、
18741081577 镇忠信村忠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信屯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铁岭市 西丰县 西丰镇社区

兴康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
13591013603 镇民主街17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号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民主社区
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15104107193 镇红旗路54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号
务

铁岭市 西丰县 和隆满族乡

铁岭市 西丰县 营厂乡

铁岭市 西丰县 金星乡

铁岭市 西丰县 民主社区

铁岭市 西丰县 远景社区

铁岭市 西丰县 向阳社区

铁岭市 西丰县 胜利社区

远景社区
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镇远景街西
13188424726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北委西52务
53号门市

向阳社区
服务站

西丰县西丰
镇向阳街公
13941064132 安一委富强
小区2号楼
营业7号

胜利社区
服务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镇胜利街解
13019920986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放小区1栋
务
13号楼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13841092157 镇鹿城花园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A座313号 务

铁岭市 西丰县 西城社区

西城社区
服务站

铁岭市 西丰县 站前社区

站前社区
第一服务
站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西丰县西丰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镇大通街建
15041085777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委楼下2-3
务
楼

站前社区
第二服务
站

西丰县西丰
镇胜利街站
15042051777 前委和平小
区1号楼正
楼

铁岭市 西丰县 站前社区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铁岭市 西丰县 水岸社区

水岸社区
服务站

西丰县西丰
镇民主街育
13841024828 红委水岸家
园A区D座69
号70号楼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
病防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签约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