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通讯录

2010-08-06
中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协会有关部门联络方式
区号：010
邮政编码：100029
办公室电话：82023321 值班电话：62054210 传真：8202332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 号健翔山庄 B11,12 座

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10
邮政编码：100013
办公室电话：58648755 值班电话：58648782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20 号

传真：58648869

天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2
邮政编码：300456
办公电话：66706386、66706388
值班电话：66706318/83326940 传真：66706385
联系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新港六米（新港一号路客运码头对面）

河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311
邮政编码：050051
办公室电话：85980877 值班电话：87043590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318 号

秦皇岛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335
邮政编码：066002
办公室电话：5997871 值班电话：5997871
联系地址：秦皇岛市海滨路 51 号

河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唐山分中心
区号：0315
邮政编码：063000
办公室电话：5261812 值班电话：5261813
联系地址：唐山市学院路 50 号

山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351
邮政编码：030006
办公室电话：7830144 值班电话：7054945
联系地址：太原市并州南路狄村街 111 号

传真：87043590

传真：5997871

传真：5261812

传真：7830144

内蒙古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71
邮政编码：010010
办公室电话：4344384 值班电话：4341374
传真：4342906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68 号

满洲里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70
邮政编码：021400
办公室电话：6222585 值班电话：6222173
传真：6224745
联系地址：满洲里市东二道街 29 号

二连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79
邮政编码：0111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二连浩特市新华街 488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11
邮政编码：116001
办公室电话：82817720 值班电话：82811720
联系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39 号 803 室

沈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4
邮政编码：110016

传真：8283742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 433 号

丹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15
邮政编码：118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丹东市振兴区十纬路 1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锦州分中心
区号：0416
邮政编码：121013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锦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院路 18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鞍山分中心
区号：0412
邮政编码：114002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张前街 18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营口分中心
区号：0417
邮政编码：115003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营口市西市区得胜桥南里 90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抚顺分中心
区号：0413
邮政编码：113006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抚顺市顺城区浑河北路 72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辽阳分中心
区号：0419
邮政编码：111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辽阳市东青年大街 5 段 75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盘锦分中心
区号：0427
邮政编码：12401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惠宾大街 108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阜新分中心
区号：0418
邮政编码：123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阜新市细河区工业街 38-2 号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铁岭分中心
区号：0410
邮政编码：112016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铁岭市开发区富州路 68 号

长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31
邮政编码：130062
办公室电话：87607234 值班电话：87607800
联系地址：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 902 号

传真：87607988

延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33
邮政编码：133000
办公室电话：2246870 值班电话：2246870 传真：2266679
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169 号

长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吉林分中心
区号：0432
邮政编码：132013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吉林市恒山西路 1 号

长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珲春分中心
区号：0433
邮政编码：133300
办公室电话：7553999-2027
值班电话：7510982
传真：7510982
联系地址：吉林省珲春市靖和街森林山大路 777 号

长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通化分中心
区号：0435
邮政编码：134001
办公室电话：3918111-3023 值班电话：3918111-3055 传真： 3918111-3099
联系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路 658 号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51
邮政编码：150090
办公室电话：82332047 值班电话 87007871-3111 传真：82332047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民航路副 2-2 号

佳木斯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54
邮政编码：154002
办公室电话：8606882 值班电话：8606928 传真：8606882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友好巷 57 号

牡丹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453
邮政编码：157005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牡丹江市江南开发区东四条路 1 号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绥芬河分中心
区号：0453
邮政编码：157300
办公室电话：3922316
值班电话：3929909 传真：3925500
联系地址：绥汾河市北山新区中福街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黑河分中心
区号：0456
邮政编码：164300
办公室电话：8291098 值班电话： 传真：8291017
联系地址：黑河市王肃街 40 号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同江分中心
区号：0454
邮政编码：156400
办公室电话：2923650 值班电话：2923652
联系地址：同江市友谊路 3 号

传真：2923650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大庆分中心
区号：0459
邮政编码：163311
办公室电话：6364571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文华街９号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东宁分中心
区号：0453
邮政编码：157200
办公室电话：3623193 值班电话：3623193
联系地址：东宁县中华路 30 号

传真：3622739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齐齐哈尔分中心
区号：0452
邮政编码：161005
办公室电话：2457822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永安大街丰恒路 1 号

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萝北分中心
区号：0468
邮政编码：154200
办公室电话：6822042 值班电话：6822042
联系地址：萝北县凤翔大街 173 号口岸大楼

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传真：6822042

区号：021
邮政编码：200335
办公室电话：62686286 值班电话：62685074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浜路 15 号

传真：68682686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5
邮政编码：21000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南京市白下路 1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连云港分中心
区号：0518
邮政编码：222042
办公室电话：82320120 值班电话：13805132320 传真：82320120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中山路 339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徐州分中心
区号：0516
邮政编码：221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徐州市西安南路 130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淮安分中心
区号：0517
邮政编码：223001
办公室电话：83336550 值班电话：83336511 传真：83336563
联系地址：江苏省淮安市北京北路 32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盐城分中心
区号：0515
邮政编码：224002
办公室电话：86806829、86805831
值班电话：86806853 传真：88333404
联系地址：盐城市开放大道 85 号

南通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13
邮政编码：226006
办公室电话：83538228 值班电话：83519023 传真：83519023
联系地址：南通市青年西路 7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泰州分中心
区号：0523
邮政编码：2253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泰洲市青年南路 402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扬州分中心
区号：0514
邮政编码：225009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扬州市维扬路 258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苏州分中心
区号：0512
邮政编码：215004
办公室电话：66656356 传真：66656349
联系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 738 号
.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常熟分中心
区号：0512
邮政编码：215500
办公室电话：52810877 值班电话：52810877 传真：52820125
联系地址：常熟市海虞北路 49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昆山分中心
区号：0512
邮政编码：2153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昆山市长江中路 428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太仓分中心
区号：0512
邮政编码：2154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太仓市上海东路 90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无锡分中心
区号：0510
邮政编码：214101
办公室电话：82727525 值班电话：82727525
传真：88219702
联系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 10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常州分中心
区号：0519
邮政编码：213022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区龙锦路 1268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镇江分中心
区号：0511
邮政编码：212008
办公室电话：88839290 传真：88839290
联系地址：镇江市东吴路 84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张家港分中心
区号：0512
邮政编码：215600
办公室电话：56302738
传真：56302738
联系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人民中路 59 号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江阴分中心
区号：0510
邮政编码：21443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江阴市滨江中路 209 号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71
邮政编码：310003
办公室电话： 87852403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杭州市中河中路 230 号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温州分中心
区号：0577
邮政编码：325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88820465
联系地址：温州市黎明西路 307 弄 24 号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舟山分中心
区号：0580
邮政编码：316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舟山市定海区环城南路 505 号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金华分中心
区号：0579
邮政编码：321001
办公室电话：82368612 值班电话：82368606
联系地址：金华市人民西路 453 号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台州分中心
区号：0576
邮政编码：318000
办公室电话：8686285 值班电话：88820465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大道 369 号

传真：82368612

传真：88686300

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丽水分中心
区号：0578
邮政编码：323000
办公室电话：2629985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丽水市花园路 636 号

宁波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74
邮政编码：315012
办公室电话：87169604 值班电话：87114161
联系地址：宁波市柳汀街 336 号

传真：87169600

安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51
邮政编码：230061
办公室电话：2856526 值班电话：2856526
传真：2856525
联系地址：合肥市芜湖路 367 号

安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安庆分中心
区号：0556
邮政编码：246001
办公室电话：5122405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安庆市菱湖南路 533 号

安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芜湖分中心
区号：0553
邮政编码：241008
办公室电话：5962520
值班电话：5962520 传真：5962509
联系地址：芜湖市银湖北路 202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91
邮政编码：350001
办公室电话：87065695 值班电话：87554309
联系地址：福州市东街 131 号

传真：87065692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泉州分中心
区号：0595
邮政编码：362000
办公室电话：22112196
传真：22113775
值班电话：22112196、22152880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北路圣茂街 115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漳州分中心
区号：0596
邮政编码：363000
办公室电话：2048729 传真：2048729
联系地址：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路 14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莆田分中心
区号：0594
邮政编码：351100
办公室电话：2823068 传真：2823099
地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大道 429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福清分中心
区号：0591
邮政编码：350300
办公室电话：85347231 值班电话：85347231
传真：85280917
地址：福建省福清市清荣大道口岸园区福清检验检疫局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马尾分中心
区号：0591
邮政编码：350014
办公室电话：83688355
值班电话：83688355
传真：83688355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路检验检疫大楼附属楼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三明分中心
区号：0598
邮政编码：365000
办公室电话：8228451 值班电话：8228451
传真：8228451
地址：三明市梅列区东安新村 18 幢附 202 室

福建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宁德分中心
区号：0593
邮政编码：352100
办公室电话：2298722、2298696
值班电话：2298696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万安西路 2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南平分中心
区号：0599
邮政编码：353000

办公室电话：8835280 传真：8835280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文体路 211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龙岩分中心
区号：0597
邮政编码：364000
办公室电话：2966588 传真：2966605、2966588
联系地址：福建省龙岩市龙岩大道 26 号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东山分中心
区号：0596
邮政编码：363401
办公室电话：5666688 值班电话：5657853
传真：5622911
联系地址：福建省东山县铜陵口岸园区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武夷山分中心
区号：0599
邮政编码：354300
办公室电话：5133015
传真：5316181
联系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环岛西路 38 号

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92
邮政编码：361012
办公室电话：5675913 值班电话：5675915
联系地址：厦门市东渡路 116 号

传真：5675919

江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91
邮政编码：330002
办公室电话：8326393 传真：8306823
联系地址：南昌市顺外路 3 号

江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九江分中心
区号：0792
邮政编码：332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九江市庐山路 189 号

江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赣州分中心
区号：0797
邮政编码：341000
办公室电话：8262636 值班电话： 传真：8261632
联系地址：赣州市环城路 26 号

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32
邮政编码：266071
办公室电话：80887776 值班电话：80887776
联系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85 号

传真：80887776

济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31
邮政编码：250014
办公室电话：82969042 值班电话：82969042
联系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62 号

烟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35
邮政编码：264000
办公室电话：6216358 值班电话：6222463 传真：6213086
联系地址：烟台市北马路 27 号

潍坊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36
邮政编码：26104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 39 号

威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631
邮政编码：264200
办公室电话：5900158-6168 值班电话：5900158-6101 传真：5928290
联系地址：威海市经区大庆路中段

日照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633
邮政编码：276826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日照市黄海一路 102 号

黄岛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532
邮政编码：266500
办公室电话：86855059 值班电话：86856783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舟山岛街 94 号

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济宁分中心
区号：0537
邮政编码：272000
办公室电话：5169175 值班电话：5169175
联系地址：济宁市洸河路 62 号

传真：86856783

传真：5169171

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泰安分中心
区号：0538
邮政编码：271000
办公室电话：6995633 值班电话： 传真：6998008
联系地址：泰安市东岳大街 161 号

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龙口分中心
区号：0535
邮政编码：265700
办公室电话：8818668 值班电话：8956515
联系地址：龙口市振兴路 556 号

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荣成分中心
区号：0631
邮政编码：264300
办公室电话：7586695 值班电话 7586616
联系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 168 号

传真：8818668

传真：7586695

河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371
邮政编码：450003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荷香路 5 号

河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分洛阳中心
区号：0379
邮政编码：471003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传真：64311353
联系地址：洛阳市南昌路口岸基地

湖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7
邮政编码：430070
办公室电话：58905899 值班电话：87384283 传真：50459445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 457 号

湖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黄石分中心
区号：0714
邮政编码：435000
办公室电话：6517766
传真：6530354
联系地址：湖北省黄石市师院路 8 号

湖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31
邮政编码：410016
办公室电话：84719731 传真：84719731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801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 510635 （中心本部） 510130 （沙面分中心）
办公室电话： 85262718（中心本部） 81219600 （沙面分中心）
值班电话： 87547861（中心本部） 81215418 （沙面分中心）
传真：
87515302（中心本部） 81219663 （沙面分中心）
联系地址：中心本部：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207 号

沙面分中心：广州市沙面北街 33 号
医务所：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 3 楼

汕头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4
邮政编码：515041
办公室电话：8362569 值班电话：8548004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庄东区 1 幢

传真：8561830

湛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9
邮政编码：524018
办公室电话：2211846
值班电话：2229974
联系地址：湛江市椹川大道南 2 号

传真：2283508

江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0
邮政编码：529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3363878 传真：3373562
联系地址：江门市北新区发展大道 232 号江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佛山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7
邮政编码：528000
办公室电话：83960834 值班电话：83961134
联系地址：佛山市五峰三路 10 号

惠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2
邮政编码：516001
办公室电话：2778837 值班电话：2778837
联系地址：惠州市口岸新区

传真：82271002

传真：2778836

中山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60
邮政编码：528400
办公室电话：88307363 值班电话：88307363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松苑路 9 号

传真：88363209

东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69
邮政编码：523072
办公室电话：22802619 传真：22417691
联系地址：东莞市建设路 9 号

肇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8
邮政编码：52606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2783559
联系地址：肇庆市古塔南路 1 号之一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广州机场分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0470
办公室电话：36067937 值班电话： 传真：36067937
联系地址：广州机场横一路机场检验检疫局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天河分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0610
办公室电话：61311648 值班电话：61311696
联系地址：广州天河东站路一号之十

传真：61311648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黄埔分中心
区号：020
邮编：5107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浦区港湾路 13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增城分中心（增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1340

办公室电话：82763230 值班电话：82764440
联系地址：增城市新塘镇海关大道 26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花都分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0800
办公室电话：86880150 值班电话：86891088
联系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风华路 13 号

传真：82763230

传真：86880150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从化分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0900
办公室电话：87960385 值班电话： 传真：87970385
联系地址：从化市街口街口岸路 8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番禺区分中心
区号：020
邮政编码：511400
办公室电话：84615250 值班电话：84615250
传真：84625229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 212 号二楼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新会分中心
区号：0750
邮政编码：529100
办公室电话：6312019 值班电话：6312073
联系地址：江门市新会区繁华路 13 号

传真：6312019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开平分中心
区号：0750
邮政编码：529300
办公室电话：2213978 传真：2213978
联系地址：开平市长沙港口路 88 号第 4 幢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阳江分中心
区号：0662
邮政编码：529500
办公室电话：3350830 值班电话： 传真：3350212
联系地址：阳江市金山路 6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高明分中心
区号：0757
邮政编码：528500
办公室电话：88680490 值班电话： 传真：88637298
联系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滨江路 3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惠州港分中心
区号：0752
邮政编码：516080
办公室电话：5593321 传真：5593321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石化大道中段 418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河源分中心
区号：0762
邮政编码：517000
办公室电话：3364617 值班电话：3364617
联系地址：河源市河源大道北 231 号

广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潮州分中心
区号：0768
邮政编码：52101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2211832
联系地址：潮州市新泽路北段卫检大楼

饶平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国际旅行门诊部
区号：0768
邮政编码：515700
办公室电话：7807350 值班电话：7807350
传真：7807350
联系地址：饶平县黄冈镇龙眼城汕汾西路北 58 号

茂名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茂名分中心）
区号：0668
邮政编码：525000

办公室电话：2812350 值班电话：2803083
联系地址：茂名市口岸街 9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韶关分中心
区号：0751
邮政编码：512023
办公室电话：8288122 值班电话：8288143
联系地址：韶关市滨江路 3 号

传真：2807011

传真：8288122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清远分中心
区号：0763
邮政编码：511515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清远市北江三路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揭阳分中心
区号：0663
邮政编码：522031
办公室电话：8224651 值班电话： 传真：8224345
联系地址：揭阳市新阳路中段揭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汕尾分中心
区号：0660
邮政编码：516600
办公室电话：3349884 值班电话：3336365
联系地址：汕尾市路航路中段汕尾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梅州分中心
区号：0753
邮政编码：514021
办公室电话：2266299
值班电话：2778837
联系地址：梅州市新中路 5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南海分中心
区号：0757
邮政编码：528200
办公室电话：86329720 值班电话： 传真：86329720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 2 号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顺德分中心
区号：0757
邮政编码：528303
办公室电话：26611699 值班电话：26611699
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容桂凤祥北路七号之一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5
邮政编码：518033
办公室电话：83774005 传真：83774038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口岸生活区 1 号综合楼

珠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56
邮政编码：519020
办公室电话：8897415 值班电话： 传真：8897415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侨光路 133 号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898
邮政编码：570206
办公室电话：68917275 值班电话： 传真:68917275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秀中路 101 号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三亚分中心
区号：0898
邮政编码：572008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三亚市三亚湾路 74 号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771
邮政编码：53002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南宁市桃源路 80 号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北海分中心
区号：0779
邮政编码：536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北海市广东南路康宇大厦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防城港分中心
区号：0770
邮政编码：538001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兴港大道 91 号

广西梧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梧州分中心
区号：0774
邮政编码：543002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3853000
联系地址：梧州市蝶山二路蝶苑里 54 号

广西柳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柳州分中心
区号：0772
邮政编码：545006
办公室电话：2616357 值班电话：2616354
联系地址：柳州市海关路 6 号

传真：2617467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桂林分中心
区号：0773
邮政编码：541004
办公室电话：5801202 值班电话： 传真：5845585
联系地址：桂林市漓江路 25 号

广西凭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凭祥分中心
区号：0771
邮政编码：532600
办公室电话：8520125 值班电话： 传真：8521560
联系地址：凭祥市南大路 1 支 9 号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东兴分中心
区号：0770
邮政编码：538100
办公室电话：7688823
值班电话：7688823
联系地址：东兴市四川路 77 号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贵港分中心
区号：0775
邮政编码：5371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4566561
联系地址：贵港市中山路中段贵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钦州分中心
区号：0777
邮政编码：535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钦州市钦廉街 181 号

重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3
邮政编码：401147
办公室电话：86883311 值班电话：86883388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红石路 185 号

四川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8
邮政编码：610041
办公室电话：85159611 值班电话：85159611
联系地址：成都市桐梓林北路 1 号

贵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851
邮政编码：550004
办公室电话：6740020
传真：6761786
联系地址：贵阳市北京路 2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871
邮政编码：650200

传真：

传真：85159611

办公室电话：7180970 值班电话：7586782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日新村 488 号

传真：7160863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瑞丽分中心
区号：0692
邮政编码：678600
办公电话：4667590 值班电话：4667590
传真：4144137
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达光路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西双版纳分中心
区号：0691
邮政编码：666100
办公室电话：2124055 值班电话：2124055
传真：2124055
联系地址：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泷路 13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河口分中心
区号：0873
邮政编码：661300
办公室电话：3422911 值班电话：3422911
传真：3022306
联系地址：云南省河口县滨河路 20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红河分中心
区号：0873
邮政编码：661000
办公室电话：2210993 值班电话：2210993 传真：2224434
联系地址：云南省个旧市建设路 88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临沧分中心
区号：0883
邮政编码：677506
办公室电话：6516649、6519902
值班电话：6519902 传真：6516546
联系地址：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勐腊分中心
区号：0691
邮政编码：666300
办公室电话：8121205 值班电话：8121205
传真：8121205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勐腊镇新城大街 561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文山分中心
区号：0876
邮政编码：663000
办公室电话：2186782
地址：文山县开化镇河西路 176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德宏分中心
区号：0692
邮政编码：678400
办公室电话：8880155 值班电话：8880155
传真：2123674
地址：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市芒市大街 103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腾冲分中心
区号：0875
邮政编码：679100
办公室电话：5185781 值班电话：5185781
传真：5182803
地址：云南省腾冲县腾越镇满邑社区华园一小区 17 号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普洱分中心
区号：0879
邮政编码：665000
办公室电话：2140897 值班电话：2120714
传真：2124086
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城大道 65 号

西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891
邮政编码：850002

办公室电话：6863108 值班电话：6863108 传真：6863108
联系地址：拉萨鲁定南路 6 号

西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樟木分中心
区号：0892
邮编：858400
联系地址：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

陕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29
邮政编码：710068
办公室电话：85407059 值班电话：85407050 传真：85407059
联系地址：西安市含光北路 10 号

甘肃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931
邮政编码：730020
办公室电话：8658132 值班电话： 传真：8658132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东路 387 号

青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971
邮政编码：810000
办公室电话：8222570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西宁市礼让街 23 号

宁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951
邮政编码：750001
办公室电话：7884960
值班电话：7884965
联系地址：银川市南薰西路 163 号

传真：7884960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区号：0991
邮政编码：830011
办公室电话：4842307 传真：4837744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东一巷 40 号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阿勒泰分中心
区号：0906
邮政编码：836500
办公室电话：2123032
传真：2123032
联系地址：阿勒泰市解放南路 60 号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塔城分中心
区号：0901
邮政编码：8347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塔城巴克图路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阿拉山口分中心
区号：0909
邮政编码：833418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新疆阿拉山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阿拉山口南湖路 5 号）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伊犁分中心
区号：0999
邮政编码：835000
办公室电话：8031319 传真：8031319
联系地址：伊宁市伊犁河路 304 号伊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新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喀什分中心
区号：0988
邮政编码：844000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联系地址：喀什市艾尔斯兰罕路 13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