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指定新冠肺炎病毒免费核酸检测采样点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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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水咕玉夕桧於安捡互许右，令 各于F 沪“I() 尘外 有 1？月？O忱11 1)<),i)(f-19,(1(1 

王女-
1 才坋 北京卞冬干区衬＃ ·L1路？号 15001�1沁77

l记l兮杖背后许车坋
永定镇祛皎汾社1朵中采抖． 式； 北f i1头沟区 5�；J(! 王外 才 l2月4让为日 tJ9,t刃一19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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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沟这时总岗朽公文站（沁5 怅女-
路、 994路）往:t,200术t:、龙岗村，令 13810274¾5 
牟坅 咨询电话
大兴兴业口狡氐院· 大兴g求因Ji:. 大兴仅 5叨 室内 有 1?）1?.(l.2？日 上午:0沁们1：初； 宎洽安咨询

3 空10号 下午·1,： ，·0 1r,丹0 土女- 无古节约， 持身份
l3.，以五·刃2 电话注1几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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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关注517010扔 ， “北京斗令咕互兮衿
怀共区中 ， l勹，J.J!.生（彖iti,\ l北京市 怀共区 3UI(! 王内 功 l2月ti反； tJ9,t刃一I�:(J(J 朸女亡 18211019飞1

验实验含“ 公众关进4 怀共区金台函JlS奇） l2月必g. （只咨均，1305 1936'.． 的 行预均，

密云区羡委（含云区听令路103 密云区 3OOO 它内 有 12月艾戊 09:00-17:00 玉先生 不接父祯
通过 “徒埭宝七心泪．功'｀； ＇ 亏） 15OO1 052纽 约j
， 空询杖令（公众亏可晶科珑臣令检验

宎验室 延，灾区志忒中心C注吱I,I口延，灾区 延，灾6 3000 父；勺 有 12月20E 的：00-17:00 牛女士 癹询杖寸进行哉洋女
6 ，灾园街so号 13,17SS4599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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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令性·i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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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郑）七南煤采栏工作站 午13: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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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耸沾 午13:00~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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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_1·1本气中凸坛令医 ．沈 ． 1,，)作区劲 .ilif,ifi 3OOO ，主外 令 12月办23日 8心1).行： 30 微忭找·l, ”搏乓． 枪验
松r扣芯2寸北:,i.1长午占凸瓜沽今氐 “ 公众号 ， 点击下方 2、 在拭咕小秅序 ＇ ，京,1 北京戍奂版牛 l为832趴？沈陀启陀体内妗丘均 ， 趾0号纭沾松 4()().吟午岱99 千冠念没I'

, .“新 心相助” 中 占．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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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市1lil氏忑！兑：女诚区方内大;勺 另戏区 1邓 宜外 ，艾土 12月灰过31.
l 8心0t2:00， 13:00- 夜的平心 3、 九i8忭小秅卉 “ 北京

5 11书 17:OO 18701 :.(,4859 ？ ，.t寀它“ 中 ，正，去弟－

妓桵白氐氐院 东屈总安乐杯路43 东决g 3000 玄外 否 12月20-23fJ 8:.10-12:00; 13:0 0 -
行女i

令名拦， ＇i入 ，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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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可生·均 儿

明义律苑 大兴区天台阮抚这纪5 大兴E ，邓 父内 令 12 !，l办23日 8:30-17:30 
户构13寸$t,)l及林苑＆ ． Il(4号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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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J石 石关山区 3妫 左外 没有 12月，度23日 上午 ． 9:00--12.:()()-

1 坋（八宝山；也钦AP往北各一/'、红 午i过0--17:00
绿灯路P往吝，OOA)

关注 ＂

，炊关生物
，

公北京／食关天沌伍
学实玲室有限公 成今寺路甲泌奇北京金价压院伶车 丰台区 5OO 五外 没有 12月览23日 上午 ． 9:00--12:00: 400-6的沁OO 众号 ， 优朵 ，文和飞心

？ 司 坋（戍寿寺地铁A口往北2的米） 午i过也17:00 15321616212 相助小牡Jf •T查询求
告

凸妗灼中纳众文1 ．谘斗R 立场 .iii归C ,OO :l外 没布 12月劝23日 上午9:00--12'00"f
午 U:30--17:00

北京衫胆氐院北它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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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径准区子怡 北京市济淀区高芒拿5铲号院23号 涴淀g ,OOO 玄内 有 12.，120-23日 9: Ofl.11: 00, 念验矣验文“ 公众 轮安轮宝” 公众兮． ，女3 裕1层 1,. OO-15: OO 18508204084 010-62节93?.6 号 ， 克击
“

祈冠
，

处 仁片 ＇ ，令冠＇， 处的 ；；祈冠拉安验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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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行
北乍Fg平区；如女街适臼浮泉洛19 备-土区 ，从J(! 王外 兑． l2月圾劝日 J::I:�；J.I、: OO 须均

女殉 ＇ 过行结哀企泣
,1 子北气龙山中压院

北京市百合样 、l·i令并北京市芍一 吝乎区 2OOO 它内 有 12月办2311 9: O(I.11: 00. 
5 区回龙，究龙扮花六区刃子－j 13 OO-18: OO 

艰义6安庆大柱9号巨忠大反A，空对 凇义g 3000 玄外（工作）il) 有 12月20-23日 上午）：30~11:30六 客双

J 心的米衾舱 午14:00~16:00 ..89 .12020?5 
： 
.“、.，？'Y/1勺

北飞市A,：fag生）祈嘉因东旦六区1 -t片F斗g 2000 玄内 有 12月20-23日 上午9:()().12:00, --.,
2 号秅1 09 午13:00`iS心 l文心私92;91

北京迈尽诺尽因 兑为快约 ， 持本人夕 逆过 “健隶主京心衵助
科技肢份有限公 北飞咋上，和区由浏凸团E(205号1总 耕位6 2000 父；勺 有 12月20-23 U 上午�:00-12:00 六 份证炊仁、 千权沌坋 ＇ 务·询极告次．也过迈斗．

?, 司医学检验所 OS 午13:00-'. S:00 I沁�I丛沈加 采样＾ 志尽I�公众号查询＾

备 ．
t区掠共洛8号（北京俟打冬，；J畸 备 ·+ ［1 2伍沁 互内 有 12月2i) 33 11 -]:.-,9； 优12: ()()， 仑..,.

1 湿祜了，压氐 l记） 午l沁0 ·s.,:；j 17沁l飞?R邸

朝归仅东芯坏北路10号戏靖车体才 朝阳仅 2000 室内 有 11.月？0？3日 上午9:00-1?.：(l() -

c 戊（i贮忤店）对朵ii，年注因社仅养 午1'1:00． 飞心 18201S16S3Z 
士府务扑站
北京市尽平仅中关村生令令学羽氐 各立g ，仅 玄内 有 1?）1？仆？，日 9:0几11:,0 010-5591沁究 010令69飞 切？5

l 北京沉廿氐学检 疗产Jl因1兮移（半岛茶山会议台 1小订I6,00 徵信公众兮较约(r、

公众书梵·均下攻打印
检实验室 心西仰－各） Hlf.r.，若氐衿）

北京迪安伍牛检 北京市大兴区生拍压芬达池犬富大 大兴区 800 它外 否 12月20-23n 8: ，处--'.2心>:J;l3:00-- 初711邸l' 叨？11邸0 电话预约心～11OOOO
l 验实验室有限公 街吐号彴门如家，总，书（生物五芍尽 -17:00 或者关；上 “迪安·＄内i 公众亏虫询

司 也书）令知未 ＇ 公众亏迸行颌约

海淀区谷石勹路3奇（午，袋加油站 海淀 I; JC(J()O 宜外（工作问） 有 12月20-2311 9:00一11:00, 1七：00- '.38'.04初03 13436495829 筏忭公众号 ＇芫． 石区 放信公众奇斗石医学－枪
北京养兀11i.学检 农石，路东II)})北京屯． 石医学放战 l6:OO 学” 进行预约 利六采处生成报告下找l 

检宎验室 祫没I站 忳柱

朝归F京顺东均6兮院硕科对代企 娸伟F 可no 玄外 兑 1?）1?().?3日 9:on-5:OO 飞 吟 ． 低阰q59 ”们11:1?.0办
i1 lo .

I 北京全城氐学 （或坛医院东 、1针对面？昧） 闷35战沁／I�, 北京仓肤公众号恬笱 北京全块公众号f， 毛
ii为01飞·,

北．和三 轮骨朴仆月归区八P之．在空8S t/I归 3OOO 宜外 元 12月办23n 上午9-11下午2-4.30 010-824浊夭 010-�'24顷',0 岱信公众号长主(4l争． 抖信公众子
J 北京康旭氐学桧 另） 亨尽炮f，心）芍约

拾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对华科技区创新大废A，受B1 海淀区 5妫 五外 否 12月才处23日 9:()()- ． ？ ． ()() 010-8凶7"泊8 010-8．，丛召沁:,8 饺信安；.L “艾块氐抒 低信总．七 ＇，艾钠氐卉＇，

1 层（，夜志门诊究外） “ 公众兮进行预约 公众号企 ;t.f＂!

北京市舒阳区交玄灼因.:..区京屯众 朝归区 5OOO 玉外 7。S 12月20-23日 9; ()()-';1. oo OIO-8“i7c668 010-<"24？<X,,8 
2 北7i，艾的氐学检 前综合校（北京区宗济世中区医究 拉住夫；上 ＇，父钠压疗 说住关心 ＇，父钠忌疗＇令

验实验宜 伶主i!J)
，．

公众兮进行预约 公众号女·询求告

北乍F为泬区岛卫＇车路；号l记中火 海淀区 5�..J(! 王外 圣· 12月从k为日 9: oc-:·1:(J(J 1)10-8扒I心b心 \ilO-｀，从i伪J8 徵信．关注 “艾坎氐疗 微倌关注 “艾纳医卉＇，

；； 村立；�I云中心伽：外面:K池 ＇ ， 公众号进行预的 公众号杏询报告

北京经茫升炎立地之东洛1号；史·召 北京经茫技 沁J() 王内 才 讫月凶·2夕日 1)&,0-12：QO l；1U-59. I3..OO 010今9.i.J..1)1) 屯·if;距约次者关，之 “

I 北尔文甘益氐牛 益人及6号校 术汁炎区 l3：以上20:UI) 010 .59· ; 1�999 010七9..i允沙9 北东文各益区牛恰怂 公众号查询栓抬中心 UI U .59.. f3?0B Ul O多 5 9 ..,j.u8 中心＇ 公众号还行汶
J'`l-(，片只父＿ 伍31 ILJ·1fL'叶 ． J＇、 夕'·

北 -r.·r-；；；!淀区岛叉＇车路；子1记中关 海淀区 2(，J() 玉外 ,口• • 1';fl ;()． 2夕日 早9妫－脱Ii:(J() ． 泌 ． 仆）乙／5止 妞90JU心
村立，

．
�J仁技卤扣ll校旁诈上坊（池 (9:0 0 -：加， 炎；上 “ 北 ．予全准忘

I 铁 ． 16子线溢归路站1)口出右创． 只咨询 ， 六 因 ＇．

公众号之行预 公众号女询F衣

北京今农臣孛抡 岱主，杀湘衭食性令冲牟Ji$) 接艾祑约） 约

拾实验它
北京古易平区立汤芯夭屯芘的土区未 各午g 2000 玄外 否 12月20-23日 早9:00－晚li:00 ．

． 沁..(Y-)275'.,3 硕90507& 史；.（ ；； 北京全市基悦汾行和和 ． 炊势主场（北纨：沪＂戈 (9:00王3:. 内 ＇， 公众号透行预 公众号企,tr-;f，.2 夭逸凡沾Ac>出)..f,会为冰） 只咨询 丈 夕'J·, 
;a.冬坏怂＼

北京咕尼氐子给 北京市洪淀g中关行环仕谷技园锦 漆淀区 1000人i夭 玄外 f .• 12月20-23日 9:0o.l2:OO 知819交SS 勾0&19予8& 关，立 “ 北京洛尼氐才 知C “ 北京尤尼氐学安
l 抬玄桧5:有忭公 帝硌6，,号为，电刃l试，总部大炎(Jc．铁16 &13:OO-17：初 安3年左＇ ， 公众号·'l1-，行 粒宝” 公众牛斗行报名

司 号线云阳硌站C口士） ：女的今 佥询和-了艾．

北京华诺美关医 北京市牛台区外坏去硌与广场南均 牛台区 5000 玄外 免 12月20-23日 9: 00-12: 00; 必－(>50-i2?.0 •00-550-7泣0

l 才祫公安拉主有 交义洛口东十夫（西次人灾东10未 14' 00-1？：初 珑场直接念没I; 114 发送主本人邮公，丸心

忭公司 萃，平． 三） 须均 相劝查诠

北大氐卉产业到西北1f1 （北京市 各午g 3000 父内采样 宝外 ？ ｀ 12月20-23日 8:30.l7.30 010-8泌＄幻矿 010-82的公为7 1 ．无右·氐约， 符弅份 百世士兵�j"微信公
各 午6中关村，竺令弁牛诩氐沪产止 护队 证J»场采样 众号线上赴沦电十及杖
园3号牲． 共令钊） 2.

“ 百七诺晷及j” 徵 令， 纸戏牧自行1，戏打

石仗诺（北示）
信公众号线上预均 印

1 
压牛检验实验左 北｀并佑阪院（北京市吕立区）成北 各立区 3000 父内采样 宝外 九` 12月20-23 fJ S:30-17:30 010-8泌6及矿 010-8尔为父57 1 ．无右·氐约， 符分份 百世沽朵�j"微信公

传迫占山口洛30号） 护队 证J)I场米样 众号线上查走电十改杖
2.“百七诺乐及j'， 微 令， 纸芍收自行下戏打
信公众号线．上预均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