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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单位 所在街道 具体地址 咨询电话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福强院区） 福保街道 福田区福强路3012号 83570000

深圳市儿童医院 莲花街道 福田区红荔西路益田路口7019号 83936101

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福田街道 福田区金田路1019号 83839517

福田区赤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南园街道 福田区滨河大道御景华城6栋32号商铺 82515297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梅林一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梅林街道 福田区梅丽路17号附近 83531012

福田区侨香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香蜜湖街道 福田区侨香路侨香村2008号 23823146

福田区八卦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园岭街道 福田区福田区八卦路56号 25920333

罗湖区妇幼保健院 东晓街道 罗湖区太白路2013号 25513431

罗湖医院集团笋岗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笋岗街道 罗湖区宝岗路23号笋岗大厦1楼 82260329

罗湖医院集团东门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东门街道 罗湖区立新路1号 82229990

罗湖医院集团莲塘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莲塘街道 罗湖区莲塘路57号 25728687

罗湖医院集团黄贝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黄贝街道 罗湖区黄贝路2136号 25418922/25163473

盐田区妇幼保健院 海山街道 盐田区东和路9号 25355220

盐田区大梅沙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梅沙街道 盐田区大梅沙望翠路2号 25259806

南山区妇幼保健院 蛇口街道 南山区蛇口湾厦路1号4号楼儿童生长发育科 87850088-30117

南山区人民医院 南头街道 南山区桃园路89号南山区人民医院儿童保健门诊 26553111-50209

南山区人民医院龙海家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南山街道 南山区龙海家园10栋楼下，龙海商业广场北区52号铺 86566694-804

南山区人民医院荔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南山街道 南山区前海路太子山庄俱乐部一、二层 26053357-601

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新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西丽街道 南山区西丽镇新围村莺新花园5栋一楼、二楼 22674610

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桃源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桃源街道 南山区龙珠大道桃源村老年活动中心一楼、三楼 26789839

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深圳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蛇口街道 南山区中心路2268号曦湾华府二楼 86532691-801

深圳沙河医院沙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沙河街道 南山区沙河街32号 86657426-3024

深圳华侨城医院 沙河街道 南山区华侨城香山东街10号 26925881

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新安街道 宝安区新安街道玉律路56号 23708385

宝安区人民医院大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新安街道 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266号 27884414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福永街道 宝安区福永街道德丰路81号 27391395

宝安区福永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 福永街道 宝安区福永街道广深路198号 27398403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塘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福海街道 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社区塘尾大道2号 27377974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福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福海街道 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德金工业园A栋宿舍（1到2层） 89472220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福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福永街道 宝安区福永街道东福路围西街27号 27300701

宝安区松岗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 松岗街道 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江东路 27711949

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红星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松岗街道 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瑞路4号红星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9944397/29692203

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罗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松岗街道 宝安区松岗街道燕罗路121号罗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7148294

宝安区沙井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 沙井街道 宝安区沙井街道宝安大道8261号 27206024

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和一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沙井街道 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居委和一新村南路 81499178

宝安区西乡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 西乡街道 宝安区前进二路126号 27792228

宝安区中心医院黄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航程街道 宝安区航程街道黄田云立方公寓一楼 29591030

宝安区中心医院福中福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西乡街道 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1001号 29957666

宝安区石岩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 石岩街道 宝安区石岩同富裕工业区兴富大厦二楼 27645714

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浪心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石岩街道 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商业街13栋1号 27611770

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塘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石岩街道 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大道70号一楼 27650842

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水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石岩街道 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大道13号附近 27626521

龙岗中心医院龙东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源盛路市场街75号 84291524

龙岗中心医院龙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龙新社区龙升路75号 85216570

龙岗中心医院同乐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居委会民乐路10号 84890126

龙岗中心医院南约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一路17号2楼（原宝龙社区工作站） 84864684

龙岗中心医院爱联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余岭西路65号 28954184

龙岗中心医院盛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社区龙平东路353号 89621137

龙岗中心医院嶂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嶂背路240号 89725218

龙岗中心医院愉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中心城龙城街道家和盛世花园1期商铺2层D105-D109 89722256

龙岗中心医院龙岗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罗福路1号 28834571

龙岗中心医院南联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植物园路321－3号 84827242

龙岗中心医院新生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新生路1-1号 84889120

龙岗中心医院龙西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添利工业园1栋1楼 84879666

龙岗中心医院建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平南居委会建新路31号 84803169

龙岗中心医院悦龙华府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新宝龙街道办事处对面 89221849

龙岗中心医院峦山美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宝荷路仁恒峦山美地花园3栋 28999847

宝安区（19家）

龙岗区（53家）

深圳市承担儿童入园体检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共114家）

福田区（7家）

罗湖区（5家）

盐田区（2家）

南山区（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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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承担儿童入园体检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共114家）

龙岗中心医院峦山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宝龙街道 龙岗区宝龙街道宝荷大道81号 28993503

龙岗区人民医院紫薇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中心城吉祥路388号 28908171

龙岗区人民医院中心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岗中心城德政路97号 28912301

龙岗区人民医院翰邻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岗街道 龙岗区龙岗街道万科翰邻城12栋裙楼配套01层3号 84508300

龙岗区中医院保利上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城街道保利上城裙楼10栋1楼18号 89912996

龙岗区中医院黄阁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城街道 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华美中路58号 89911791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大芬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布吉街道 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油画街28号 28706825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粤宝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布吉街道 龙岗区布吉街道宝丽路90号 28273698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长龙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布吉街道 龙岗区布吉街道金鹏路28号 28591011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可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布吉街道 龙岗区布吉街道可园五期社区会所三楼 28218470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罗岗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布吉街道 龙岗区布吉街道信义荔山公馆5S110（罗岗社区工作站旁） 66640089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三联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吉华街道 龙岗区吉华街道联布北路7号 89971188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光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吉华街道 龙岗区吉华街道阳光花园会所一楼 89306824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甘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吉华街道 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凉帽村综合统建楼一楼 28558341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翠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吉华街道 龙岗区吉华街道大靓路上八约17巷2号 28250381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松元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吉华街道 龙岗区吉华街道松花路6号松元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66825257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冲之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冲之大道3号 66837268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长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长坑路东4巷4号金城大厦 89600196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悦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佳兆业悦峰花园6栋商业及配套半地下01层13号 66825981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季花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四季花城荷花苑F座 84197715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雪象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商业街73号 84166878

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万科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坂田街道 龙岗区坂田街道万科城听湖居F座1层 89397520

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横岗街道 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御城小区6栋半地下室01层06104 28860293

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六约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横岗街道 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居委礼耕路9号 28503298

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大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园山街道 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山子下路287号 84264283

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 南湾街道 龙岗区南湾街道龙山工业区22号 28700099

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下李朗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南湾街道 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中心西一区1号 28300499

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丹竹头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南湾街道 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社区丹竹路39号统建楼2楼 28749346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白泥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居委白银路9-11号 84661208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鹅公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村善德路 28458741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凤凰一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大街532号D栋东半部分 28859871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禾花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禾花社区佳业路5号 28493271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茗萃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良安田社区茗萃园5栋2层02房 28412932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融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融湖世纪花园2号楼01层05号 84681120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山厦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香山路2号 84659864

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新木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平湖街道 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老村312号 84673608

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 坪地街道 龙岗区龙岗大道5333号 84092120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南湾街道 龙岗区南湾街道沙湾沙平北路112号 28746936

龙华区妇幼保健院 大浪街道 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旺路68号 29821199

龙华区人民医院清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华街道 龙华区清湖社康华清大道323号 28122941

龙华区人民医院龙悦居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民治街道 龙华区民治街道龙悦居三期2栋负一层 23735012

龙华区中心医院元岗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观湖街道 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环观南路87号 23779550

龙华区中心医院章阁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福城街道 龙华区章阁社区志扬时代广场二楼 29551601

龙华区中心医院库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观澜街道 龙华区库坑社区泗黎路观湖园公建楼 29046865

坪山区妇幼保健院 龙田街道 坪山区龙田街道龙兴南路6号 28799171

坪山区妇幼保健院秀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坑梓街道 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新社区梓新路82号 84136534

坪山区人民医院 坪山街道 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街19号 89263952

坪山区人民医院大工业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龙田街道 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日立环球配套宿舍区2号餐厅1-2层 89590348

坪山区人民医院碧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碧岭街道 坪山区碧岭街道碧岭社区锦华路45号 84623839

坪山区人民医院三洋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坪山街道 坪山区坪山街道坪山社区东纵路212号 84642963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东院区 光明街道 光明区光明街道华夏路39号 27400061-1166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西院区 公明街道 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4253号 29093860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公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公明街道 光明区办事处振明路144号 27739960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塘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凤凰街道 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村塘前路39号 27176605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田寮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玉塘街道 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警民路20号 27199973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圳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新湖街道 光明区光明街道碧美公路西侧国泰家具广场旁 89496121

大鹏新区妇幼保健院 大鹏街道 大鹏新区大鹏街道鹏新东路149号 84306766

大鹏新区（1家）

龙华区（6家）

坪山区（6家）

光明区（6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