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市202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
核酸检测点信息

县区名称 检测点名称 核酸检测点地址 工作时间

奎文区 新华医院 奎文区通亭街11628号
08:00-11:00
14:00-17:30

奎文区 奎文区中心医院 奎文区潍州路1892号
08:00-11:00
14:00-17:00

奎文区 潍坊山潍拖医院 奎文区虞河路2221号
08:00-11:00
14:00-17:30

奎文区 潍坊和平医院 奎文区东风东街209号
08:30-11:30
14:00-17:30

坊子区
凤凰街道龙泉社区愿检尽检采

样点
凤凰街道龙泉社区东侧（凤华街中

段）
08:30-11:00
14:00-17:00

潍城区
中医医院（潍城区人民医院卧

龙分院）
潍城区卧龙西街与月河路交叉口西北

角
08:00-10:00
14:00-16:00

潍城区 西关街道采样点 东风西街福乐多超市广场
08:30-11:00
14:00-17:00

滨海区 河套村采样点
大家洼街道沂河西街东首（原河套东

北吕村）
08:00-11:00
14:00-17:30

滨海区     汇景湾小区采样点 央子街道汇景湾小区东门
08:00-11:00
14:00-17:30

高新区 人民医院核酸采样点
高新区健康街府东路路口北西侧停车

场院内
08:00-11:00
14:00-17:00

高新区 金马路佳乐家核酸采样点
高新区胜利东街与金马路交叉口东南

角
08:00-11:00
14:00-17:00

高新区 金融广场核酸采样点
高新区渤海路与东风街交叉口东北角

（东风东街4687号）
08:00-11:00
14:00-17:00

高新区 大观天下核酸采样点 高新区樱前街大安巷南50米路东
08:00-11:00
14:00-17:00

寒亭区 人民医院愿检尽检采样点
益新街东首,浞河桥西侧路北(老卫校

院内东南角)
13:30-17:00

寒亭区 中医医院愿检尽检采样点 北外环与新元路交叉口北10米 24小时

寒亭区
北城街道清平路愿检尽检采样

点
泰祥街与清平路交叉路口

08:00-11:30 
14:00-16:30

峡山区 水中央公园核酸检测点 峡山区水中央公园东门 08:00-18:00                 

安丘市 人民医院北院区采样点 人民医院北院区西停车场 08:30-17:30

安丘市 人民医院南院区采样点 人民医院南院区 08:30-17:30



安丘市 中医院采样点 中医院西侧 08:30-17:30

安丘市 妇保院采样点 妇保院院内东侧 08:30-17:30

昌邑市 妇幼保健院 昌邑市平安东街945号 07:30-12:00

寿光市 银海路采样点 日报社南 200 米路西院内 
08:00-11:30
13:00-17:00 

寿光市 人民广场采样点 广场街与迎宾路路口东南人民广场 08:00-22:00

寿光市 欧悦连锁酒店采样点 文庙街与自康路路口西南角 08:00-22:00 

寿光市 汽车站采样点 汽车站北门西侧 08:00-20:00 

寿光市 文化中心（大圆球）采样点 金海路与农圣街路口西南 08:00-20:00 

寿光市 传化物流东侧核酸采样点 文家街道佳泰石化物流园店北侧 
08:0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文家核酸采样点 文家医院对面 
08:0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马店核酸采样点 
马店医院对面（马店老粮管所院内） 08:0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寿光地利物流园 24 小时采样

点 
寿光地利人和街与黄海路交叉口东 

50 米路南 
24 小时 

寿光市
文家大货车司机专用核酸采样

点
横五路与黄海路交叉口东南角（物流

园修车城东区南侧） 
08:00-18:00

寿光市
洛城街道菜博会东南核酸采样

点
洛城街道农展馆东路菜博会东门东侧

停车场 
08:0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洛城街道风险人群专用核酸采

样点 
寿光市德润绿城奥体公园西侧停车场 08:30-11:00

寿光市 古城镇区核酸采样点 古城信用社东南方向院内 08:30-11:00 

寿光市 古城兴源东路核酸采样点 兴源东路与安顺街交叉口南 1000 米
08:00-11:00
13:00-17:00

寿光市 孙家集街道核酸检测采样点 
金隆建筑公司外侧停车场（孙家集街

道卫生院东 200 米路南） 
08:3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孙家集街道（胡营镇区）核酸

采样点 
寿尧路中石化第八加油站南侧广场

08:30-11:00
14:00-17:00

寿光市
稻田镇田马果蔬市场广场核酸

采样点 
田马果蔬市场广场西侧，昌大路东侧 08:00-16:00 

寿光市 稻田镇利丰路核酸采样点 利丰路南头路西，圣丰晶体院内 08:00-16:00 

寿光市 稻田镇风险人群采样点 羊田路丹河桥交叉路口西边 08:00-16:00 



寿光市 侯镇五台采样点 五台小学东邻（五台老党委院） 
09:00-11:30
 13:30-16:00

寿光市 纪台镇东埠核酸采样点
纪田路与姜周路交叉口西北角（原东

埠管厂院内） 
08:00-11:30
13:30-17:00

寿光市 化龙镇核酸采样点 镇人民政府对面 S323 省道南侧 
08:30-11:00
13:30-16:30 

寿光市 上口镇愿检尽检核酸采样点
东风大街与辰虹路交叉口向南 200 

米路西 
08:00-11:00

寿光市 田柳镇区党校采样点 田柳镇党校院内 
08:30-10:30
14:00-16:00

寿光市 营里镇核酸检测采样点 营里镇物流大厦前空地处 
08:30-11:00
13:30-15:30 

寿光市 台头镇桥头采样点 
三号路与大西环交叉路口西 200 米

路北 
08:00-11:30 

寿光市 台头镇西核酸采样点 台头镇彭家道口村卫生室北侧 08:00-11:30 

寿光市 台头镇大货车司机核酸采样点 台头镇南兵村兵胜合作社 
08:30-11:00
14:00-16:30 

寿光市 羊口镇核酸采样点 羊口镇人民法庭北边，民生街路南
08:30-11:00
13:30-16:00

寿光市 双王城核酸采样点 双王城党委东侧 08:30-11:00 

寿光市 双王城牛头核酸采样点 牛头镇村扶贫车间对面 08:30-11:00 

青州市 益都中心医院古城院区采样点 益都中心医院古城院区东南角院外 24小时

青州市 益都中心医院新院区采样点 益都中心医院新院区北门外东侧 24小时

青州市 人民医院大华采样点
青州市稷山路与海岱路交叉路口东北

角
24小时

青州市 中医院采样点 青州市海岱中路2727号 24小时

青州市 妇幼保健院采样点 青州市海岱路与卢郭路交叉口东北角 24小时

高密市 健康管理中心采样点 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门口东侧 08:00-11:00

高密市 中医院采样点
凤凰大街与夷安大道交叉路口西200

米
08:00-11:00

昌乐县 齐城中医院检测点
恒安街中国人寿保险东100米（福州

商城南门对面）
08:00-18:00                 

临朐县
龙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愿检尽

检采样点
龙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朐山路山水

文苑小区南门西100米路北）
08:30-11:30

临朐县 新华路人社局愿检尽检采样点 新华路人社局大门东临 08:30-11:30



诸城市 人民医院院外核酸采样点 人民医院南门口路南
08:00-11:30
14:00-17:00

诸城市
滨河片区红星老年社区核酸采

样点
中西医结合医院西50米

08:00-11:30
14: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