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西安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区县 医院编码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等级 地 址

1 新城区 2134 西安市新城区自强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自强东路737号

2 新城区 194 陕西大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大华医院 一级 新城区含元路276号

3 新城区 2130 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新城区咸宁中路124号副1号

4 新城区 2131 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金花北路257号

5 新城区 2205 长乐中路华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韩森路190号

6 新城区 2036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黄河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城区公园北路2号

7 新城区 2132 新城区解放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解放路五四巷18号

8 新城区 248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昆仑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公园北路110号

9 新城区 2137 新城区纱厂东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城区华清西路西铁华清小区

10 新城区 458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职工医院 一级 新城区万寿北路66号

11 新城区 2136 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纱厂东街1号

12 新城区 446 西安新城博瑞医院 一级 新城区西七路316号

13 新城区 2113 新城区长乐西路西农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城区长缨西路364号

14 新城区 2135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西一路148号

15 新城区 298 西安新城友豪医院 一级
新城区东五路与解放路十字东

北角

16 新城区 2133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乐中路9号

17 新城区 2232 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尚勤路229号

18 新城区 212 西安三秦医院 一级 西五路一号

19 碑林区 267 西安现代医院 一级 友谊西路163号

20 碑林区 483 西安碑林春生医院 一级 柿园路185号

21 碑林区 291 西安碑林学典医院 一级 文艺南路82号

22 碑林区 302 西安华珍医院 一级 友谊西路306号

23 碑林区 270 西安碑林红缨医院 一级 碑林区西何家村20号

24 碑林区 411 西安碑林童颜堂医院 一级 红缨东坊11号

25 碑林区 203 西安三建建设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安西街甲字7号

26 碑林区 226 西安碑林惠群五洲医院 一级 碑林盐店街38号

27 碑林区 296 西安协同医院 一级 友谊西路166号

28 碑林区 544 西安碑林健和堂中医医院 一级 互助路2号建国饭店东楼

29 碑林区 22 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东羊市38号

30 碑林区 136 西安市碑林区东关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东关南街238号

31 碑林区 2121 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交通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大学南路276号

32 碑林区 2120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振兴路39号

33 碑林区 2124 西安市碑林区长乐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金花北路8号

34 碑林区 2119 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南院门13号

35 碑林区 2117 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南二环东段319号

36 碑林区 2122 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雁塔路中段78号

37 碑林区 2123 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友谊西路277号

38 碑林区 2126 张家村军工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含光北路23号

39 碑林区 2125 西安碑林互助综合门诊部 门诊部 互助路51号

40 碑林区 2302 西安碑林南沙综合门诊部 门诊部
交大街兰蒂斯城二期商铺

40108号

41 碑林区 191 西安碑林广济综合门诊部 门诊部 五味十字29号

42 碑林区 2127 西安廖飞彦诊所 综合诊所 碑林区西荷花园小区5号楼

43 莲湖区 2147 西安市莲湖区北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油库街25号

44 莲湖区 2139 西安市莲湖区枣园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大庆路687号

45 莲湖区 259 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大庆路2号

46 莲湖区 2270 西安大兴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自强西路233号

47 莲湖区 2143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西大街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红光街29号

48 莲湖区 206 西仪集团医院 一级 大庆路西仪坊25号

49 莲湖区 2146 西安市莲湖区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土门大桥西巷15号

50 莲湖区 33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丰登北路300号

51 莲湖区 265 西安莲湖协和医院 一级 汉城南路149号

52 莲湖区 2103 西安市莲湖区枣园丰盛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枣园西路丰盛园小区

53 莲湖区 445 西安古都医院 一级 星火路14号

54 莲湖区 2140 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西北三路2号

55 莲湖区 2144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庙后街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庙后街169号

56 莲湖区 583 西安莲湖天颐堂中医医院 一级 自强西路110号

57 莲湖区 2230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马军寨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丰登南路110号

58 莲湖区 245 西安利君医院 一级 汉城路151号

59 莲湖区 569 西安莲湖怡康长安康泰医院 一级 自强西路196号

60 莲湖区 286 西安莲湖北大医院 一级 北大街159号

61 莲湖区 2033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迎春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双仁府街42号

62 莲湖区 2108 莲湖区北关龙首西北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北关农兴路青门小区101号

63 莲湖区 599 西安莲湖达安医院 一级 莲湖区莲湖路255号

64 莲湖区 608 西安莲湖中童儿童康复医院 一级 莲湖区丰登路中段72号

65 莲湖区 623 西安莲湖大秦中医医院 一级 莲湖区西大街330号安定广场

66 莲湖区 638 西安莲湖国医中医医院 一级 莲湖区莲湖路137号

67 雁塔区 213 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秦川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鸣公路18号

68 雁塔区 222 西安雁塔友好医院 一级 吉祥路21号

69 雁塔区 242 西安高新医院二0四医院 一级 丈八东路166号

70 雁塔区 243 西安日化医院 一级 丈八北路7号

71 雁塔区 423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分院 一级 昆明池路2号

72 雁塔区 489 西安雁塔健桥医院 一级 科技八路104号

73 雁塔区 490 西安雁塔俪人医院 一级 科技路30号

74 雁塔区 491 西安雁塔天佑儿童医院 二级 科技路9号

75 雁塔区 52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职工
医院

一级 光华路268号

76 雁塔区 531 西安雁塔新大华医院 一级 丁白路92号

77 雁塔区 2148 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鱼斗路78号

78 雁塔区 2149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安南路483号

79 雁塔区 2150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52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丈八东路12号

80 雁塔区 2151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二六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小寨东路100号

81 雁塔区 2154 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幸福南路11号

82 雁塔区 2155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丈八东路25号

83 雁塔区 2156 小寨路212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吉祥路93号

84 雁塔区 2157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电子二路社区卫生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电子正街296号

85 雁塔区 2158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二○五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电子西街中段1号

86 雁塔区 2159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永松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永松路38号

87 雁塔区 2160 电子城西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电子三路18号

88 雁塔区 2229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长安南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安南路495号

89 雁塔区 2242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丈八北路193号

90 雁塔区 2266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航天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雁塔区吉泰路285号

91 雁塔区 2272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红专南路社区卫生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红专南路8号红专南路社区单

身公寓楼

92 雁塔区 2296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雁引路4号

93 雁塔区 553 陕西光大医院 一级 唐兴路19号

94 雁塔区 625 西安雁塔璞太和中医医院 一级
西三爻村长丰园小区II区17幢

1-5层

95 雁塔区 629 西安雁塔佲德中医医院 一级 朱雀大街南段36号1-2层

96 雁塔区 2395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华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安南路16号

97 雁塔区 2409 西安市电子城双桥国际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电子城电子正街南延伸段双桥

国际社区综合楼二楼

98 雁塔区 2424 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金域牟嘉社区卫生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大寨路金域牟嘉小区局务会办

公楼一楼

99 雁塔区 2294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枫林绿洲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高新区枫林绿洲商业街E区32

栋10101号

100 雁塔区 2295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馨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电子五路融侨馨苑星光大道会

所西楼1楼

101 雁塔区 2674 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风度天城社区卫生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富鱼路45号风度天城小区6号

楼10104号10105号

102 雁塔区 2891 西安雁塔天佑儿童医院曲江新区门诊部 门诊部
芙蓉南路11号紫汀苑1号楼401

室

103 雁塔区 2463 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绿地五湖名邸社区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雁塔区咸宁东路与浐河西路十
字

绿地国际生态城二期107幢1单
元1层10102号返回搜狐，查看

更多

104 雁塔区 2672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紫郡长安社区卫生服
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朱雀大街南段2G号紫郡长安社

区15-0104

105 雁塔区 2447 西安雁塔仁济医院 一级
东仪路22号唐园假日新城1-

10107号至1-10108号

106 雁塔区 529 西安雁塔圣立康仁仁医院 一级 天坛西路中段11号

107 雁塔区 643 陕西体育医院 一级 雁塔区丈八东路303号

108 雁塔区 2530 西安雁塔益群中医门诊部 门诊部 雁塔区电子二路18号

109 灞桥区 195 西安海声航空医院 一级
纺织城街道纺南路与纺西街交

叉处

110 灞桥区 201 陕西唐华一印职工医院 一级 纺织城纺一路215号

111 灞桥区 221 陕西唐华六棉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灞桥区纺织城街道纺园街109

号光明小区院内

112 灞桥区 421 西安灞桥大平医院 一级 灞桥区席王乡灞柳西路

113 灞桥区 2023 西安灞桥向阳门诊部 门诊部 纺建路22号

114 灞桥区 2168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纺织城纺东街401号

115 灞桥区 2169 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十里铺街道十里铺正街

116 灞桥区 2170 西安市灞桥区洪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田洪正街165号

117 灞桥区 2174 西安市灞桥区席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灞桥区席王街道席王村

118 灞桥区 2175 西安市灞桥区核锻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灞桥街道核锻社区内

119 灞桥区 2176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四棉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纺织城街道纺三路

120 灞桥区 2177 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庆华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洪庆街道办庆华北区

121 灞桥区 2178 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航天四院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田洪正街向阳二区

122 灞桥区 2228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五环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灞桥区纺织城纺西街135号

123 灞桥区 2233 灞桥朝阳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灞桥区灞桥街办朝阳社区内

124 灞桥区 2235 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灞桥狄寨街办狄寨正街

125 灞桥区 2237 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长十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沁水路26号

126 灞桥区 644 西安灞桥薛氏中医骨科医院 一级 灞桥区狄寨街道西段

127 灞桥区 2920 席王汽配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灞桥区席王街道汽配社区

128 灞桥区 2273 纺织城三棉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纺织城街道正街506号

129 未央区 2260 辛家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广运潭西路

130 未央区 2244 草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未央湖旅游开发区向上路3号

131 未央区 2265 徐家湾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红旗东路与北辰立交西南角

132 未央区 260 陕西华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凤城六路55号

133 未央区 409 西安未央康乐医院 一级 未央区渭滨街55号

134 未央区 2164 未央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朱宏路19号

135 未央区 306 西北工业集团北郊分厂职工医院 一级 未央区草滩镇兴华路2号

136 未央区 536 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未央区渭滨街十字

137 未央区 2165 张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凤城七路八号

138 未央区 2162 六村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未央区建章路长庆建工十字

139 未央区 444 西安未央瑞康医院 一级 三桥立交南800米

140 未央区 2161 未央区张家堡长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凤城五路开元路长庆兴隆园小

区

141 未央区 2236 汉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汉城商业街扬善路

142 未央区 2167 大明宫铁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凤城一路大明宫小区综合楼

143 未央区 2243 三桥街办西纺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沣东新城阿房二路中段

144 未央区 235 陕西第一针织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一级 三桥街道阿房二路针织村

145 未央区 2166 三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三桥路76号

146 未央区 2246 三桥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三桥和平工业园一号路23号

147 未央区 2163 大明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太华北路170号

148 未央区 2247 六村堡长庆和兴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章路北段12号

149 未央区 530 西安未央海红医院 一级 汉城街道凤城二路32号

150 未央区 2269 张家堡二府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未央路67号

151 未央区 2245 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太华北路808号

152 未央区 597 西安市未央区泰和医院 一乙 未央区北辰路688号

153 长安区 2185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安区韦曲南街208号

154 长安区 2186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中心卫生院 一级 长安区郭杜东街104号

155 长安区 251 中国兵器工业第206研究所职工医院 一级 长安区韦曲凤栖东路

156 长安区 401 航天一七一厂职工医院 一级 长安区航天大道1号

157 长安区 517 西安现代妇产医院 一级 长安区韦曲街151号

158 长安区 2184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安区韦曲老街91号

159 长安区 526 西安市长安大千医院 一级
长安区广场南路翠华小区1号

楼

160 长安区 481 西安长安友谊医院 一级 长安区郭杜南街1号

161 长安区 594 西安长安聂河中医医院 一级 长安区子午大道南段

162 长安区 3509 西安高新区蓝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长安区西太路2号

163 长安区 652 西安长安国济医院 一级 长安区北长安街一号

164 长安区 651 西安长安昌健医院 一级 长安区樱花二路5号

165 阎良区 2179 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人民路中段215号

166 阎良区 2180 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前进西路35号

167 阎良区 2181 西安市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新兴街道18号

168 阎良区 2204 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润天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阎良区公园南街一号

169 临潼区 430 西安市临潼区中医院 二甲 临潼区南大街46号

170 临潼区 492 西安市临潼开发区博仁医院 二级 临潼区北二环1号

171 临潼区 432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临潼区代王街办

172 临潼区 215 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临潼区秦陵街道办

173 临潼区 534 西安临潼惠昌医院 一级 临潼区秦陵南路20号

174 临潼区 579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卫生院 一级 临潼区秦陵街道砖房南路

175 临潼区 2997 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铁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临潼区西关正街65号

176 高陵区 437 西安市高陵区中医医院 二甲 高陵区北街367号

177 高陵区 439 西安市高陵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高陵区文卫路137号

178 高陵区 45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泾渭工业园陕汽路1号

179 高陵区 438 长庆油田职工医院 二甲
高陵区泾河工业园长庆西路20

号

180 高陵区 436 西安市高陵区医院 二甲 高陵区上林二路555号

181 鄠邑区 425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医院 二甲 鄠邑区甘亭镇渼陂西路5号

182 鄠邑区 426 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 二甲 鄠邑区甘亭镇草堂路304号

183 鄠邑区 427 陕西省森林工业职工医院 二甲 鄠邑区甘亭镇画展街9号

184 鄠邑区 457 西安济仁医院 二甲 鄠邑区沣京大道中段

185 鄠邑区 429 西安惠安医院 二甲 鄠邑区余下镇

186 鄠邑区 512 西安中医肾病医院 二甲 鄠邑区沣京路东段

187 鄠邑区 428 西安市鄠邑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鄠邑区甘亭镇画展街17号

188 鄠邑区 2189 西安市鄠邑区余下中心卫生院 一级 鄠邑区余下镇团结东路

189 蓝田县 210 蓝田县医院 二甲 蓝田县新城路35号

190 蓝田县 440 蓝田县中医院 二甲 蓝田县蓝关镇南街2号

191 蓝田县 441 蓝田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蓝田县长坪路中段87号

192 周至县 433 周至县人民医院 二甲 周至工业路中段

193 周至县 435 周至县中医医院 二甲 周至瑞光路48号

194 周至县 434 周至县联合医院 二乙 周至中心东街30号

195 西咸新区 3111 奥林匹克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世纪大道奥林匹克花园小区世

纪中路

196 西咸新区 3112 秦都区扶苏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扶苏路亿龙金河湾商铺1-14号

197 西咸新区 3113 秦都区世纪大道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世纪大道北槐村口新新佳园楼

下

198 西咸新区 3114 秦都区帝都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世纪大道帝都花园小区门面房

199 西咸新区 3115 渭城区三五三0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渭城区咸红路3530厂

200 西咸新区 918 泾阳永安医院 二乙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云大道

201 西咸新区 915 泾阳县永乐中心卫生院 一甲 泾河新城永乐镇南街

202 国际港务区 2491 西安国际港务区高攀诊所 综合诊所
国际港务区西航花园商住楼1-

2号

203 国际港务区 2171 西安市灞桥区新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国际港务区新筑街道东关正街

1号

204 国际港务区 2271 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西航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街办西航

花园社区骞柳商务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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