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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非常普通的一类病毒的

统称，因该病毒形态在电镜下观察类似王冠而得名。本次

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

新毒株（世卫组织命名为 2019-nCov，即 2019 新型冠状

病毒）。此外，目前已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有 6 种。其中

4 种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

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 2 种是我们熟知的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 MERS（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 

1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

施，同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

检疫传染病。 

 

二、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会有哪些症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目前已知症状以发热、乏

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

能障碍。 

 

三、新型冠状病毒能够在人际间传播吗？ 



 

现有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通过飞沫传播和接

触传播。例如： 

1．通过咳嗽或打喷嚏在空气中传播； 

2．没有安全防护情况下与病人密切接触； 

3．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然后用被污染的手触碰嘴

巴、鼻子或眼睛等； 

4．接触到可疑的被感染的动物。 

 

四、目前有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暂时无可用疫苗，也尚无有效抗病毒

药物。 

 

五、个人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保持手卫生。咳嗽、饭前便后、接触或处理动物排泄

物后，要用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正确洗手的方法见附件） 

2.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

众场所和人多集中地方，必要时请佩戴口罩。（正确戴口罩

的方法见附件） 

3.咳嗽和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或用手肘遮掩口鼻，防止飞

沫传播。不要打完喷嚏后揉眼睛或者接触粘膜的部位。（咳

嗽、打喷嚏正确姿势见附件） 



 

4.医院就诊或陪护就医时，一定要正确佩戴好医用外科

口罩。 

5.养成良好安全的饮食习惯，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

及刀具要分开，肉类和蛋类应彻底煮熟。不吃野生动物。 

6.尽量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六、如何降低旅行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外出旅游出差时，如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应该戴上口罩，立即通知导游或酒店职员，尽快到附近医院

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如实告知是否去过武汉

及疫情高发地区或接触过来自上述地区的人员的关键信息，

以便医生及时准确判断。 

 

七、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时应该怎么办？ 

1.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不一定是感染了冠状病

毒，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向医生详细告知个人症状

和近期活动情况。 

2.如果发病前 14天内曾到武汉及疫情高发地区旅行,或

发病前 14 天内接触过来自上述地区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

患者；或出现小范围的聚集发病，应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

就诊、排查。（成都市 17 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197 家发热门诊

地址见附件） 



 

八、去医院就诊时要注意什么？ 

1.详细告知医生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要告知近期

是否有武汉旅行史以及是否与可疑患者或动物有接触史。 

2.诊疗过程中应佩戴外科口罩，保护自己和他人。 

 

九、什么是密切接触者？如果你是密切接触者应该做些什

么？  

1.密切接触者是指与病例发病后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

但未采取有效防护者：（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

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如与病例近距离工作或共用同一

教室或与病例在同一所房屋中生活；（2）诊疗、护理、探视

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

员，如直接治疗及护理病例、到病例所在的密闭环境中探视

病人或停留，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3）与

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包括在交通工

具上照料护理过病人的人员；该病人的同行人员（家人、同

事、朋友等）；经调查评估后发现有可能近距离接触病人的

其他乘客和乘务人员；（4）现场调查人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

符合其他与密切接触者接触的人员。 

2.密切接触者应进行医学观察，主动配合卫生健康部门

做好健康询问及隔离。隔离期间如有身体不适，应及时报告

留观点工作人员。隔离至末次接触后 14 天。  



 

十、如果被诊断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怎么办？ 

1.要主动配合隔离治疗，接受健康检查和流行病学调

查，如实提供个人接触史，不得逃避管理。 

2．接受卫生部门的随访管理，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与

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如实报告个人病情变化。 

3．不要紧张，保持心情轻松，遵医嘱科学安排睡眠和

运动，注意加强营养。要相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可

防可控可治的。 

 

十一、近期去过武汉及疫情高发地区，返回居住地后应注意

什么？ 

1.主动向居住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报

备来蓉时间、交通方式、同行人员、抵蓉后每日活动情况。 

2.在抵蓉后居家隔离 14 天。在此期间不走亲访友、不

聚餐、不在家中接待客人；不去商场、电影院等人群密集场

所。若必须出门，请正确佩戴医用口罩，避免近距离与人面

对面交谈。 

3.居家隔离期间注意家庭内环境清洁，适当通风，每日

至少开窗通风 2 次，每次 20 分钟。 

4.配合社区工作人员观察记录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

如出现乏力、发热、咳嗽等症状。请戴上口罩立即到就近的

发热门诊就诊。 



 

5.若接到医务人员通知，请务必积极配合相关调查、隔

离和消毒等处置措施。 

 

十二、面对此次疫情，可能会出现哪些心理问题？ 

    面对此次疫情，人们可能会出现以下心理问题：有些人

心烦意乱、紧张焦虑、容易愤怒、指责抱怨；有些人感到孤

立无助、沮丧悲观；有些人变得注意力不集中、茫然失措、

难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有些人会有行为笨拙、行为冲动、

甚至会有攻击行为；还有些人会通过大量饮酒及吸烟来缓解

紧张情绪。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心跳加快、食欲下降或进食过

多、恶心呕吐 、腹泻、头痛、疲乏、入睡困难、睡眠浅及

多梦等不适症状。 

    当出现上述反应时，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不要过度担

心，这些都是人们在经历疫情后的正常反应。 

 

十三、如果产生上述生理心理反应，应该怎么办？ 

1.不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疫情上，不过度关注，不长时

间阅读相关信息。 

2.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分散注意力，比如读书、游戏、

看看综艺节目等。 



 

3.适量锻炼身体。参加一些令人愉悦的活动，如跑步、打

羽毛球，做瑜伽等，既能增强体质和抵抗力，也能调动身体

活力，改善紧张情绪、放松心情。 

4.尝试一些平时没做过的新事物，如学做糕点、某种菜肴、

画画等。学习新事物能够收获不一样的乐趣和平静。 

 

十四、如果一直处于恐慌紧张中，无法放松和休息怎么办？ 

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高度焦虑中，甚至出现肌肉紧张、

不自主的身体震颤或发抖，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全身无力、

无法入睡等不适症状，请有意识地让自己放松，你可以通过

深呼吸、放声大喊、洗热水浴、听音乐等方式让自己肌肉松

弛、精神放松，从而改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持续存在，无

法自行缓解，请前往医院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成都市防

控新冠肺炎心理援助咨询热线电话见附件） 

 

十五、如果有家人接受集中隔离，该怎么帮忙? 

1.可以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倾听他们的感受，鼓励他们，

让他们减少孤单的感觉； 

2.如果自己也有一些恐慌情绪，要先关注自己的身心健

康，处理了自己的压力，才能更好地支持被隔离的家人。 

3.对被隔离的家人保持“适度”的关心，不要过分夸张，

这会增加他们的紧张感受。 



 

4.如果发现家人行为异常，及时联系隔离点医护人员。 

 

十六、确诊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有哪些权益和法律义

务？ 

按照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工作的通

知》要求，确诊和疑似病例在定点医疗机构实施集中隔离治

疗，根据有关诊疗方案符合出院标准的准予出院，解除隔离。

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市）县组织实行定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确诊和疑似病例在接受隔离治疗期间，享受免费医疗救

治政策。密切接触者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享受所

在单位在岗待遇。 

对不服从隔离相关要求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强制执行。 

 

十七、近期参加公共场所聚集性活动或到娱乐场所有什么注

意事项？ 

按照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Ι级响应工作的通

知》要求，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站、高速路出入

口等重点区域设立检疫站，对所有来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请来往上述地点的市民积极配合，做好体温检测。 



 

目前已停止组织和许可大型群众型活动，暂停室内体育

赛事、展览展销、演唱会等活动；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公共博物馆全部暂行闭馆；所有歌舞娱乐、游戏游艺、

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暂停营业。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减少聚会聚餐等集体活动。 

 

附件一： 

一、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正确洗手 

（一）掌握洗手的时机：简单而言就是“饭前便后”，

即触摸“易感”部位之前，接触污染物品之后。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 

 



 

以下情况也别忘了洗手： 

    1.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与陌生人肢体接触后 

2.接触过公共物品，如电梯扶手、按钮、公用电话后 

3.户外运动、玩耍后 

4.超市或商场购物后 

5.接触钱币后 

6.佩戴隐形眼镜前 

7.吃药、往伤口上涂抹药物之前 

8.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处理婴儿粪便后 

（二）学会正确的洗手方法 

0.在流动水下，使双手充分淋湿。 

1. 取适量洗手液或肥皂，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

手指和指缝。 

2. 双手掌心搓摩。 

3. 右掌心覆盖左手背，十指交叉，反之亦然。 

4.双手掌心相对，十指交叉。     

5. 指背叠于另一手掌心十指相扣。 

6. 右手握左手大拇指，旋转搓摩，反之亦然。 

7.右手五指并拢于左掌心，正反方向旋转搓摩，反之亦

然。        

8.用水清洗双手。     

9.用干净的纸巾或毛巾擦干。 



 

10. 用干净的纸巾或毛巾垫着关水龙头，或者捧清水将

水龙头冲洗干净再关闭水龙头。 

 

 



 

二、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正确戴口罩 

（一）什么时候需要戴口罩？ 

1.觉得不太舒服，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你感冒发烧，

请务必戴上口罩； 

2.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3.需要在相对密闭的、人多的空间中停留较长时间。 

4.可能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时。 

（二）怎样正确佩戴口罩？ 

1.首选一次性外科口罩，建议购买正规企业的产品。 

2.注意一次性外科口罩有里外之分，白色面应该向内贴

着嘴鼻，蓝色面朝外。 

 



 

 

3.佩戴时，要将折面完全展开，将嘴、鼻、下颌完全包

住。 

 



 

 

4.然后压紧鼻夹，使口罩与面部完全贴合。 

 



 

 

5.戴好后自行检查是否完全包裹面部，鼻夹处是否贴合。 

 

6.不要重复使用一次性外科口罩。使用过的口罩应包裹

后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有条件的，作为医疗垃圾处理） 



 

7.摘口罩的时候，尽量不要触摸口罩的外侧，摘下口罩

后记得立即洗手。 

 

 

三、新型冠状病毒防护——咳嗽、打喷嚏正确姿势 

 

 

✦当你咳嗽或打喷嚏时，尽量避开人群，用纸巾、手绢捂住

口鼻，防止唾液飞溅。避免用双手遮盖口鼻，因为这会让手

沾染上病菌，也会将病菌传染给别人。 

                   

✦如果临时找不到手帕或纸巾，情急之下，可以用手肘的衣

袖内测来代替手捂住口鼻。弯曲手肘后，再靠近口鼻。这个

动作可以将喷出的飞沫阻挡在手肘皮肤或者衣服上，而这个

部位较为干燥，且不容易再接触其他公用物品，可以有效阻

断病菌的传播。 



 

 

✦使用后的纸巾不要随便乱扔，要丢到垃圾桶里。 

 

 

✦咳嗽或打喷嚏后要立即清洗双手或使用免洗消毒液进行

手消毒。 

 



 

✦如果患有呼吸道疾病，外出时要佩戴口罩，同时与他人保

持一定的距离。说话语音不要过大，避免“唾沫横飞”。 

 
 
 
 
 
 
 
 
 
 
 
 

 

 

 

 

 

 



 

附件二： 

成都市 197 家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天府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正北上街 97 号 

四川宝石花医院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通济巷 26号 

高新区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高新区万象北路 18号 

成都高新博力医院 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 1号 

成都高新普康医院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北路 13 号 

电子科技大学医院（清水河校区）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源大道 2006 号 

成都上锦南府医院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尚锦路 253 号 

锦江区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市城守东大街 57 号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庆云南街 10号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静明路 377 号 

西部战区空军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九眼桥顺江路 317 号 

四川锦欣妇女儿童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静秀路 66号 

四川电力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东风路 17号 

四川友谊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铺街 96 号 

成都锦欣妇产科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盐市口街道办事处锦江区光华街35号 

成都骨科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均隆街 66-68 号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成都市太升南路大墙东街 152 号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三官堂街 3号 

成都市老年康疗院 成都市成华区东虹路 48号 

成都锦欣中医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 6号 

成都锦江大观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合欢树街 489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成都东区医院 成都市经天路 2号 

成都锦欣沙河堡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佳宏路 29号 

青羊区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 32号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四道街 20号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商业街 69号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羊市街 19号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1617 号、太升南路 137

号 

成飞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经一路 105 号 

青羊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道 11 号 

青羊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青羊区正通顺街 53号 

四川口腔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 23号   

成都儿童专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39 号 

成都德康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康河社区八组 

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 51号 

成都金沙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201-205 号 

西部痛风风湿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57号附 1号、57号 

成都安定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蔡桥社区 394 号 

成都银康银屑病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锦里中路 18号 

成都美美妇产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1188 号、万花一路 399

号 9 栋 

成都爱丽美妇产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四路 78 号 14 号楼 

成都第一骨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东门街 54号 

成都爱迪眼科医院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 43、45 号 

成都中山骨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前街 42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青羊德道口腔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金凤路 19号附 1号 

瑞恩糖尿病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锣锅巷 98号 

满地可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南路 66号 

金牛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9-41 号 

西部战区总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天回路 270 号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互利西一巷 8号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 1120 号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 53号 

成大附院 成都市二环路北二段 82号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成都市沙湾东一路 85 号 

成都西区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 2号 

金牛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 300 号 

金牛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天回镇上街 128 号 

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金牛区长月路 12号 

四川省建筑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二段 2号 

成都骨伤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90号 

武侯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国学巷 37号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7号、20号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8号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5号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1号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武侯区沙堰西二街 290 号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成都市十二中街 1号 

三六三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倒桑树街 108 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成都市洗面桥横街 20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院 

四川现代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成都双楠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路 399 号 

成都平安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燃灯寺路 5号 

武侯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广福桥街 8号 

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龙井中路 109 号 

武侯区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横街 2号 

成都天使儿童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46号附 1号 

成都康福肾脏病医院 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15号 

四川奥斯迪康骨医院 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106 号 

四川赫尔森康复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 145 号 

成都西南儿童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北街 13 号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5701 厂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华锦路 25 号 

成华区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街 16号 

成都市第十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场致强路 247 号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成都市二环路北四段 4号 

攀钢集团成都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双华南路 12号 

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场致强环街 277 号 

成华区第六人民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槐柳四路 11号 

成华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成华大道新鸿路 2、6、8号 

成都誉美医院 成都市成华区下涧槽路 11号 

成都五块石医院 成都市站北路 1号 

成都新华医院 成都市双桥路 180 号 

龙泉驿区 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办洪河北路 585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沿山路二段 88号 

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驿河 3组 201 号 

龙泉驿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上街 105 号 

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玉扬路 383 号 

龙泉驿区中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建设路 68号 

成都航天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鲸龙路 121 号 

成都长江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灵龙路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凤凰东四路 15号 

青白江区妇保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南路 87 号 

青白江区中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化工北路 41 号 

本草堂康复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古城路 28 号 

攀成钢青白江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教育街 51号 

日鑫老年病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祥福镇日新东街 104 号 

新都区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大道 278 号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荣军路 86号 

新都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育英路南段 199 号、成都市

新都区新都街道上南街 101 号 

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繁江北路 72 号 

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崇义桥街 468 号 

新都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香樟路 120 号 

新都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都大道 309 号 

新都西桥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万源大道 87号 

成都北新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柏水路 638 号 

成都红星老年病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北新路中段 135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温江区 

温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东路 10号、61 号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麻市街 33号 

温江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东大街 156 号 

温江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路 140 号 

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万春大道 60 号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八一路 81号 

双流区 

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西北街 149 号 

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间槽中街 396 号 

双流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花园路二段 300 号 

双流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四兴街 88号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成都市双流区外南机场路近都段 16号 

郫都区 

郫都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北路二段 666 号 

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二环路东南段 86 号 

郫都区中医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南大街 342 号 

郫都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新南街 283 号、158 号 

郫都区骨科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永兴东路 10 号 

西南兵工成都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何公路 151 号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恒山北街 139 号、犀团路 500

号 

简阳市 

简阳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医院路 180 号 

简阳市中医医院 成都市简阳市河东新区雄州大道 421 号 

简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简阳市河东新区雄州大道南段 868 号 

简阳空分医院 成都市简阳市简城建设中路 239 号附 2号 

简阳市玛莉亚妇产医院 成都市简阳市广场路 38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简阳市贾家中心卫生院 成都市简阳市贾家镇健康路 74号 

简阳市禾丰中心卫生院 成都市简阳市禾丰镇裕民街 338 号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宝莲路 622 号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金江社区中医院北路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发展路 89号 

都江堰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学府路二段 725 号 

都江堰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壹街区银桂街 2号 

阿坝州林业中心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太平街 445 号 

405 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奎光路观江街 36 号 

都江堰市骨伤专科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中兴镇中环路南段 2号 

鹏程疼痛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迎宾路 430 号 2栋 

宏惠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康复路 74 号 

彭州市 

彭州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金彭西路 178 号、南三环路二段 255

号 

彭州市中医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南大街 396 号 

彭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彭州市致和镇南三环二段 257 号 

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濛阳镇柏桥社区濛三北路 696 号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九尺街道玉源村天鹅街 355 号 

彭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西大街 468 号 

彭州市传染病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金彭东路 995 号 

彭州同一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天府东路 153 号 

邛崃市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杏林路 172 号 

邛崃市中医医院 成都市邛崃市文君街道西街 59号 

邛崃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崇德路 307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邛崃任氏骨科医院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街道书院街 113 号 

邛崃东华医院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文昌街 70号 

崇州市 

四川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 
成都市崇州市元通镇长寿街 21 号、崇阳镇红桥街

320 号 

崇州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永康东路 318 号 

崇州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江源南路 100 号 

崇州二医院 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唐安西路 431 号 

崇州市中医医院 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上南街 194 号 

金堂县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广路 886 号 

金堂县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淮白路 275 号 

金堂县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上正街 788 号 

金堂县中医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鸣凤路 99号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泉路 6号 

金堂黄氏中西医骨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广路 271 号 

金堂仁友骨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 809 号 

金堂纺织妇产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淮帆社区 

金堂仁爱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 57号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清江镇火盆山路 2号 

金堂正康老年病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云绣社区 3组 

金堂县精神病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洲城大道 270 号 

金堂家兴结石病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韩滩路 43 号 

新津县 

新津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西路 149 号 

志辉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瑞通路 121 号 

新津县中医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迎宾大道 6号 

新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花源镇长乐北街 73 号 



 

区（市）县 机构名称 地址 

新津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东路 201 号 

大邑县 

大邑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北街 323 号 

大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千禧街 

大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内蒙古大道 539 号 

大邑望县中医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城西街 19号 

大邑志昌骨科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富民路南段 40号 

大邑希尔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滨河路东段 3号 

大邑宁康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孟湾东道 316 号蜀望商城 A栋 

蒲江县 

蒲江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河西路 18 号 

蒲江县中医医院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飞虎路 159 号 

蒲江县妇幼保健院(蒲江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广定路 165 号 

成都市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机构名单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静明路 377 号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都) 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大道 278 号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北路二段 666 号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东路 10 号、61 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驿河 3 组 201 号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西北街 149 号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凤凰东四路 15 号 



 

 

成都市疾控系统值班电话及地址 

机构名称 值班电话 地址 

成都市疾控中心 
86670028、
86672095 武侯区龙祥路 4号 

金牛区疾控中心 87444057 金牛区侯家桥路 128 号 

青羊区疾控中心 86635894  青羊区红墙巷 37 号 

锦江区疾控中心 

84411510 
（上班时间） 

84413341 
（节假日及下
班时间） 

锦江区锦华路一段 221 号 

成华区疾控中心 
84332816、
15828022422
（24 小时） 

成华区龙绵街 1991 号 

 

武侯区疾控中心 85077148 武侯区广福桥街 6号 

天府新区疾控中心 18000505601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富民路二段
177 号 

成都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正北上街 97 号 

简阳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医院路 180 号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杏林路 172 号 

彭州市传染病医院 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金彭东路 995 号 

崇州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永康东路 318 号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成都市都江堰市宝莲路 622 号 

蒲江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河西路 18 号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广路 886 号 

新津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西路 149 号 

大邑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北街 323 号 



 

高新区疾控中心 18828082002 高新区新义西街 65 号 

新都区疾控中心 83971764 新都区新都镇育英路南段347号 

金堂县疾控中心 84939129 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 17 号 

都江堰市疾控中心 

87135846 
（上班时间） 
18982014141 
（下班时间） 

都江堰幸福大道联盟北路 2号 

蒲江县疾控中心 88551076 蒲江县鹤山镇驭虹路 69 号 

彭州市疾控中心 83871422  彭州市天彭镇龙塔路 331 号 

温江区疾控中心 

82713258 
（上班时间） 
13881844663 
（下班时间） 

温江区万春路 81 号 

大邑县疾控中心 88203500 大邑县晋原镇雪山大道二段 

新津县疾控中心 82522245 新津县五津镇五津北路 123 号 

崇州市疾控中心 82272180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482号附

2 号 

郫都区疾控中心 87914570 郫都区郫筒街道望东路 35 号 

青白江区疾控中心 83302264 青白江区政府南路 65 号 

龙泉驿区疾控中心 
84854429 
（24 小时） 

龙泉驿区建材路 619 号 

邛崃市疾控中心 
88775263 
（24 小时）  

邛崃市临邛街道长安大道179号 

双流区疾控中心 

85800566 
（24 小时） 
18981879781 
（备用） 

双流区东升街道藏卫路南二段

759 号 

简阳市疾控中心 27222008 简阳市简城街道建设东路 

 

 

 



 

成都市防控新冠肺炎心理援助咨询热线电话  

序号 单位 热线电话 

1 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 87577510 

2 成都市成华区第四人民医院 18008051331 

3 简阳市精神病医院 27340800 

4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83709084 

5 都江堰市第三人民医院 1898055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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