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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公 告

〔2021〕1 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人群接种率，

有效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推进全人群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现公告

如下：

一、接种倡议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有效、最

经济、最快速、最便捷的手段。我国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已在国

内外接种过亿剂次，疫苗安全有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倡议，全

市广大市民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踊跃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为筑牢免疫屏障、巩固和扩大疫情防控成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

共同努力。

二、接种对象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对象为：没有接种禁忌症且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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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我市籍居民和非我市籍但在我市居住

的人员，包括身体条件较好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

禁忌症：

1.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者；

2.患急性疾病者；

3.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者；

4.正在发热者；

5.妊娠期妇女；

6.其他不宜接种的情形。

三、预约形式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由各单位、各乡（镇、街道）统一组织预

约。

1.工作人员≥200 人的单位（包括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私

企、外企等），汇总本单位接种人员名单后，与所在县（市、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定的经办机构预约接种事宜；

2.工作人员＜200 人的单位，汇总本单位接种人员名单后，

报所在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汇总报所在县（市、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定的经办机构预约接种事宜；

3.无工作单位或者工作单位不在我市的市民，以及非我市户

籍但自愿在我市接种的人员，可到户籍地或者居住地所在村（社

区）登记，村（社区）汇总报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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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在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定的经办机构预约接种事

宜。村（社区）的地址、联系方式请关注各地张贴的海报、公告。

新冠病毒疫苗采购供应需要一定时间，各单位、广大市民可

提前预约登记，疫苗到货后，各县（市、区）新冠病毒疫苗预约

接种经办机构将按照“先预约、先接种，分时段接种、错峰接种”

的原则安排接种事宜。

附件：1.各县（市、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2.各乡镇（街道）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预约联系方式

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5 日



- 4 -

附件 1

各县（市、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县（市、区） 单位名称 工作地址 联系方式

汝州市

汝州市卫健委 汝州市禹锡路 6051175

汝州市疾控中心 风穴街道广成东路 47号 6028510

舞钢市 舞钢市疾控中心 垭口朝阳路 9号院 8165299

宝丰县 宝丰县疾控中心
宝丰县人民路东段检察院

东隔壁（卫健委院内）
6589693

郏 县 郏县疾控中心
郏县龙山大道与建业路

交叉口西北角
13503759191

鲁山县 鲁山县疾控中心
鲁山县鲁平大道与花园路

交叉口东 200 米路南
7172257

叶 县 叶县疾控中心 叶县新文化路东段 1 号 8062069

新华区
新华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医疗保障组
春华国际 20号楼 520 室 6166138

卫东区
卫东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
卫东区人民巷 8 号院 3992679

湛河区 湛河区卫健委 火车站东 100 米路南 7097869

石龙区 石龙区卫健委 石龙区中鸿路 8 号 2527166

示范区 新城区计生卫生局 新城区宏图路 2667960

高新区
高新区农业农村

和社会事务局
东站南路 15号

3782207

1500375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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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乡镇（街道）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预约联系方式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工作地址 联系方式

汝州市

杨楼镇 杨楼镇杨楼村 13233713270

小屯镇 小屯镇王庄村 6616531

夏店镇 夏店乡 034 县道附近 7070201

温泉镇 温泉镇温泉村 003 县道附近 6909120

王寨乡 汝南工业大道 5号院 7089595

米庙镇 米庙镇米庙村 1组向阳北路 156 号 7232122

蟒川镇 蟒川镇蟒川村 3号院 6998589

陵头镇 陵头镇西王庄村 262 号 19937564717

临汝镇 临汝镇车站街 10 号 15886792139

焦村乡 焦村街商业街 3号 7502502

纸坊乡 纸坊乡纸南村 122 号 6706865

大峪镇 大峪镇大峪村大峪街 16 号 7502502

寄料镇 寄料村寄料街高速引线路西 6706865

庙下镇 庙下镇龙兴大道东段 7013923

骑岭乡 骑岭乡王庄村 207 国道附近 6977661

风穴社区 朝阳路与东环路交叉口 6886120

洗耳社区 丹阳西路 228 号 7675651

钟楼社区 钟楼街道东环路昌盛小区 6排 30 号 7086233

煤山社区 双拥路 1055 号 6973968

汝南社区 汝南街道下陈村 7152316

紫云社区 风穴街道广成东路 47 号 3330201

舞钢市

枣林镇人民政府 舞钢市枣林镇枣林街 13781899106

庙街乡人民政府 舞钢市庙街乡矿山路 1号 8344018

武功乡人民政府 舞钢市武功乡武功村武西路 1号院 8315066

尹集镇人民政府 舞钢市尹集镇尹集街 5号院 8366012

杨庄乡人民政府 舞钢市杨庄乡褚庄村 13733768227

八台镇人民政府 舞钢市八台镇人民路 1号 18768916566

尚店镇人民政府 舞钢市尚店镇宝润社区 8407027

铁山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建设路东段路北 6108120

红山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产业聚集区服务中心大楼 7061136

垭口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垭口温州路北段西侧 8125887

寺坡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寺坡奋飞社区一街坊 4号院 8185599

朱兰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建设路中段北侧 8133796

矿建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矿建街道振兴路中段 152375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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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岭街道办事处 舞钢市李辉庄舞泌公路南侧 2号楼 8141848

宝丰县

城关镇 城关镇人民中路 338 7063789

周庄镇 周庄镇祥和家园附近 6402999

闹店镇
闹店镇香山步行街与 329 省道交叉口

西北 50 米
7135519

石桥镇 石桥镇 231 省道北 50 米 6313907

张八桥镇
张八桥镇宝石线与 022 县道交叉口西北

100 米
6253168

杨庄镇 杨庄镇龙兴南路 38 号 7117800

赵庄镇 赵庄镇惠民东路北 6342003

商酒务镇 商酒务镇 022 县道西 50 米 6363866

大营镇 大营镇兴宝路东段 6219237

前营乡 前营乡 011 县道北 100 米 7139696

肖旗乡 肖旗乡 036 县道 6522011

李庄乡
李庄乡平安路与 008 乡道交叉口东北

150 米
6412785

观音堂林站 观音堂林站 032 县道西 150 米 6200185

铁路办事处 杨庄镇站前路 6508641

郏县

李口镇人民政府 郏县李口镇小昝庄村 5331001

堂街镇人民政府 郏县堂街镇堂西村 233 号 5351001

姚庄乡人民政府 姚庄乡民族团结大道东段 5301001

长桥镇人民政府 郏县长桥镇豆堂村 7132155

冢头镇人民政府 郏县冢头镇北街村 5431001

王集乡人民政府 郏县王集乡辛庄村 5599500

白庙乡人民政府 郏县白庙乡白庙村 5451001

安良镇人民政府 郏县安良镇府前街 5481001

黄道镇人民政府 郏县黄道镇黄南村 5501001

茨芭镇人民政府 郏县茨芭镇茨芭村 5281201

薛店镇人民政府 郏县薛店镇薛南村 5581001

渣园乡人民政府 郏县渣园乡宋堡村 5551505

广天乡人民政府 郏县广天乡吴堂村 5531001

龙山街道办事处 郏县西大街 69 号 5150278

东城街道办事处 郏县行政路东段 7068999

鲁山县

露峰街道 露峰街道办事处 5858301

琴台街道 琴台街道街道办事处 5066655

鲁阳街道 鲁阳街道街道办事处 5055981

汇源街道 汇源街道办事处 5086789

张官营镇 张官营镇人民政府 5808231

磙子营镇 磙子营镇人民政府 5838107

张良镇 张良镇人民政府 573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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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楼乡 马楼乡人民政府 5636101

辛集乡 辛集乡人民政府 5606991

梁洼镇 梁洼镇人民政府 5959729

张店乡 张店乡人民政府 5073638

董周乡 董周乡人民政府 5868001

库区乡 库区乡人民政府 5759276

让河乡 让河乡人民政府 5939088

熊背乡 熊背乡人民政府 5909082

团城乡 团城乡人民政府 5856028

尧山镇 尧山镇人民政府 5780001

赵村镇 赵村镇人民政府 5767047

四棵树乡 四棵树乡人民政府 7233678

下汤镇 下汤镇人民政府 5666009

背孜乡 背孜乡人民政府 5989311

瓦屋镇 瓦屋镇人民政府 5969698

仓头乡 仓头乡人民政府 5886817

观音寺乡 观音寺乡人民政府 5659072

土门办事处 土门办事处 5709059

江河新区 江河新区办事处 7070807

城南新区 城南新区管委会 7373111

叶县

盐都街道 盐都街道办事处 6116877

昆阳街道 昆阳街道办事处 7135667

九龙街道 九龙街道办事处 6117966

田庄乡 田庄乡镇人民政府 8732000

龚店镇 龚店镇人民政府 7270086

叶邑镇 叶邑镇人民政府 8808006

龙泉乡 龙泉乡镇人民政府 8538016

廉村镇 廉村镇人民政府 7025833

仙台镇 仙台镇人民政府 8509777

保安镇 保安镇人民政府 8828501

夏李乡 夏李乡镇人民政府 8754777

水寨乡 水寨乡镇人民政府 8598159

任店镇 任店镇人民政府 8682006

邓李乡 邓李乡镇人民政府 8625962

马庄乡 马庄乡镇人民政府 8708470

常村镇 常村镇人民政府 8788138

洪庄杨镇 洪庄杨镇人民政府 8664511

辛店镇 辛店镇人民政府 884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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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

光明路街道办事处
光明路与建设路交叉口新华区医院北

100 米路西
15225007722

香山管委会 新华区边庄村北 1公里 18603900706

矿工路街道办事处 新华区友谊街 19 号 19 号楼 18537511157

西市场街道
平安大道与团结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路

北
15237532330

曙光街街道办事处 中原玉石城 7楼 13383756067

焦店镇政府 西环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 500 米 17337516259

中兴路街道办事处 联盟路中段金世纪小区 15093890511

湛北路街道办事处 湛北路与公园北街交叉口润天地产五楼 15738151203

新新街街道办事处 新新街街道办事处 1号院 17637512826

青石山街道办事处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时线 18538088386

西高皇街道办事处 建设路中央花园小区 13071719951

卫东区

建设路街道 矿工路川海大厦 7023688

优越路街道 劳动路 7076762

东安路街道 矿工路 7038661

东环路街道 矿工路 102-附 14 3779858

东工人镇街道 平安大道东段东湖公园东侧 7051286

光华路街道 平安大道东段八矿广场 3910051

北环路街道 一矿路中段明珠小学旁边明珠社区 7097367

五一路街道 矿工路 132 号 3658196

东高皇街道 北环路东环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路北 6168109

鸿鹰街道 建设东路鸿鹰街道办事处 809 号 3281110

申楼街道 建设路东段宜东汽车城后院 7056077

蒲城街道 建设路东段东方驾校院内 6186963

湛河区

南环路街道办事处 亚兴路中段 7026889

马庄街道办事处 南环路开源路交叉口 3934698

九里山街道办事处 西苑路中段 7071165

荆山街道办事处 开源路南段 7021275

高阳路街道办事处
神马大道与开发二路交叉路口向东 200

米路北
3909767

曹镇乡
曹镇乡文化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原曹镇乡计生办院内）
7502028

轻工路街道办事处
湛河区东风路与沁园西路交叉口南 100

米（德信泉对面）
2220557

北渡街道办事处 环山路中段
2067197

2066799

姚孟街道办事处 稻香路南延 7030570

河滨街道办事处 四矿路路西 7092399

龙兴街道办事处 石龙区创业路 12 号院 252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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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
高庄街道办事处 石龙区人民路 41 号院 2535668

龙河街道办事处
石龙区和谐路(石龙区艳伟小学东南侧

约 100 米处
7069093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石龙区昌茂大道 40 号 3366601

示范区

湖滨路办事处 新城区翠湖路 18703758166

应滨街道办事处 长安大道一号东滍村路南 6189315

滨湖街道办事处 黄河外国语学校院内 6199015

滍阳镇 滍阳镇人民政府 2088678

高新区
遵化店镇人民政府 高新区遵化店镇遵化店村 1号

8643166

/13523260005

皇台街道办事处 建设路东段 612 号临港物流园区 6189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