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暴露前后预防门诊点信息一览表 

地区 门诊机构 门诊性质 
门诊负
责人 

联系电话 药房地址及联系方式 

南京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汤山分院 

感染科门
诊 

魏洪霞 
025-83626362 
025-85091722 

润天药房连锁 
地址：江宁区汤山街道康复路 1-1 号 
周一至周六：感染科门诊 C 楼一楼 
时间：08:20-16:00  电话：025-85091735； 
其他时间：医院急诊 B 楼  电话：025-85091730 

省疾控中心健康
咨询中心 

健康咨询
中心 

管文辉 025-83759336 
圆心康瑞药店 
地址：鼓楼区中央路 133-135 号 
电话：025-52381694  时间：8:00-20:00 

无锡 

无锡市第五人民
医院 

感染与免
疫科/传
染科 

陈仁芳 
0510-68585555       
0510-68509190       

普仁药店 
地址：梁溪区广瑞路 1215 号  时间：8:00-20:00 
其他时间：院内急诊药房 

无锡市疾控中心
预防医学门诊部 

专科门诊 贾天剑 0510-85727327    
无锡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地址：梁溪区五星家园 231-6南侧 
电话：0510-85742336  时间：8:00—18:30 

宜兴市皮肤病防
治所 

专科门诊 朱文全 0510-87333014 
宜兴市皮肤病防治所 
地址：宜城街道人民中路 138 号 
电话：0510-87333014   时间：8-11:00/13:30-17;00 

徐州 

徐州市传染病医
院 

传染病 张凤池 0516-68900810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地址：云龙区东郊甸子双拥路 
电话：0516-68900810  时间：8:00-17:00 
先声再康连锁药店 
地址：云龙区民富大道东方美地小区三期 45号 1-104 
电话：0516-67882906  时间：24 小时 
润天好药房   
地址：泉山区凤鸣花园中组小区 2c#108   
电话：0516－83852805/15996873598  时间：8:00-18:00 

百姓药房   
地址：云龙区拥军路  时间: 8:00－18:00 

邳州市人民医院 传染科 汤先团 0516-86242240 
邳州二天堂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地址：邳州市南京路湖光丽景门面房 
电话：0516-86235599  时间：7:30-21:30 

常州 

常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专科门诊 陈国春 0519-82008332 

正清药房或急诊药房 
地址：天宁区兰陵北路 300 路院内 
电话：0519-82009716  时间：8:00-17:00  
其他时间： 院内急诊药房 

常州市皮肤病专
科医院 

专科门诊 李建华 0519-86868608 

常州市皮肤病专科医院 
地址：钟楼区健身路 28 号 
电话：0519-86868608/86862211  
时间：8:00-11:30/13：30-17：00 
圆心大药房 
地址：天宁区局前街 223 号-1 
电话：18052520114  时间：8:00-21:00 

武进区疾控中心
（分中心） 

专科门诊 丁陈丽 0519-86555542 
常州市武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武进区府南路 2 号 
电话：0519-86555542   时间：8:00-17:00 

苏州 
苏州第五人民医

院 
综合 钱峰 0512-87806206 

苏州市相城区启源大药房（五院内） 
地址：相城区广前路 10 号  时间：8:00-16:30 
苏州瑞麟医药商店 
地址：吴中区东吴北路 78-13号 
电话：0512-65643759  时间：08:00-21:00 

南通 

南通市第三人民
医院 

专科门诊 邹美银 0513-85116041 

南通圆心大药房    地址：南通南大街 118 号 
电话：13962958875  时间： 8:00-21:00                 
其它时间：一病区护士站   电话：0513－85116041 

启东市第三人民
医院 

专科门诊 朱永昌 0513-83313036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人民东路 78 号 
电话：0513-83313036  时间：7:30-11:30/13:30-16:30 

连云港 
连云港市第四人

民医院 
性艾门诊 孙庆元 0518-85214890 

院内便民药房 地址：海州区解放东路 316 号 
电话：13815663447/18961380512  时间：7:30-18:30                      

淮安 
淮安市第四人民

医院 
传染病 张尔康 0517-80321986 

润天好药房  地址：淮海南路 71 号综合楼 101 室 
电话 ：0517-89867383   时间：8:00-18:00 

盐城 

盐城市第二人民
医院 

专科门诊 成娟 
0515-89022130    
0515-88569207 

盐城市二院  地址：亭湖区开放大道 135 号 
电话：0515-89022130/88569207 夜间: 0515-89022131 

东台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 李红星 17798785056（工作用） 
南通市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地址：东台市望海西路兴东花园 B 楼 7、9、10 间 
电话：0515-85252638  时间：24 小时 

扬州 
扬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传染病 陆兴 

门诊：0514-87837933 
病房：0514-87837906 
      0514-87837864 

扬州三院内新特药房 
地址：邗江区文昌西路延伸段火车站西 2 公里 
电话：0514-87837933  时间：8:00-17:00 



 

江都区第三人民
医院 

感染科 孙兴鸿 0514-86548076 
扬州市江都区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江都区庄台路 7 号 
电话：0514-86548076  时间：8:00-17:00 

镇江 

镇江市第三人民
医院 

传染病 蔡莉莉 0511-80578802 

镇江三院内江南大药房   
地址：润州区戴家门 300 号一楼门诊大厅 
电话：0511-80877092  时间：8:00-18:00 
24 小时值班人：缪群 18912809383 

镇江市第一人民
医院 

综合 丁克云 0511-88915941 
镇江江南大药房 
地址：润州区电力路 1 号二楼 
电话：0511-80877042  时间：8:00-18:00 

丹阳市人民医院 综合 孙小丽 0511-86553089 
丹阳市喜来乐大药房 
地址：云阳街道荣城国际 16 幢 23 号 
电话：0511-86567796  时间：7:30-21:30 

扬中市人民医院 综合 孔凡荣 0511-88261713 
扬中市人民医院地址：扬子中路 235 号 
电话：0511-88261713  时间：8:00-17:30                  
其他时间：门诊急诊药房 

句容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 陈红波 0511-87261554 
句容市人民医院 
地址：句容市西大街 60 号 电话：0511-87261554   
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1:30/14:00-17:00 

泰州 

泰州市人民医院 综合 周大明 
0523-86606290 
0523-86606291        

润天药房 
地址：海陵区锦绣华庭 12 幢 107-109 
电话：0523-86339928/18994701910 时间：8:00-18:00 

靖江市第二人民
医院 

专科门诊 何亮 
0523-80506990 
0523-80506082        

靖江市心连心药房西环店 
地址：江平路城西桥南首靖江二院东门 
电话：13952624220  时间：7:30-21:30 

宿迁 

宿迁市第一人民
医院 

个案门诊
专科 

张振江 0527-80526310  

宿迁益丰大药房 
地址：宿城区恒茂广场 A 区 A115   
医院东门电话：0527-82998370  时间：24 小时 

宿迁国慈大药房 
地址：宿城区恒茂广场 123-1 
电话：18752437021  时间：8:30-18:00 

沭阳县人民医院 
个案门诊
专科 

陈民 0527-80817094 
沭阳县人民医院 
地址：沭城镇迎宾大道 1168 号 
电话：0527-80817094   时间：8:0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