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人员社区分类管理措施一览表
日期：2022年4月8日

一、成都市内风险场所（病例轨迹涉及点位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分为高 、中、低风险）

风险分级 所在区（市）县 点位名称 排查时段 管控措施

高风险

（136个）

高新区（4个）

高新区弥远咖啡厅（濯锦公园店）（高新区濯锦路199号） 4月2日11：10-12：00

居家或集中隔离7天（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 ，需集中隔离），第1、
3、5、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高风险点位周边居民实行 3天内2次核
酸检测。

高新区小春熙“成都老冒菜”（高新区西芯大道国腾科技园小吃一条街 B25） 4月1日11：06-11：16

高新区锦泰保险大厦（6楼、12楼）（高新区吉瑞4路399号金控时代广场东塔 6楼） 4月1日-4月3日

高新区蜀都中心二期壹牛老花溪牛肉米粉 （高新区桂溪街道吉庆四路 340号附14号） 4月1日14:28-14:37

锦江区

（45个）

锦江区明婷小馆（太古里店）（锦江区大慈寺路54号附12号） 3月29日19:40-21:12

锦江区WAGAS沃歌斯（成都远洋太古里店）（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中里 1层
1239）

3月31日18:26-19:20

锦江区S·19璀璨精英新娱乐空间（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199号睿东中心C座2层）
3月31日22:00-

4月1日4:00

锦江区熊猫精选酒店（春熙路太古里店）（锦江区红星路二段12号） 3月29日-4月1日

锦江区网鱼网咖（成都锦江总府路店）（锦江区总府路3号3楼）
3月31日18:55-20:35；

4月1日20:49-23:15

锦江区Helens海伦司（春熙坊店）（锦江区总府路29号1栋二楼） 3月31日20:30-23：30

锦江区橘艺棋牌俱乐部 （锦江区小科甲巷1号第一城A座9层） 4月1日0:15-6:20

锦江区T61高空娱乐综合空间（锦江区磨房街29号瑯珀凯悦臻选酒店 61层）
3月30日22:26-3月31日2:06；4月1日0:24-7:30；4

月1日晚；4月1日22:40-4月2日5:00

锦江区舒适堡东方广场店 （锦江区东大街11号）
3月30日15:54-17:30；
3月31日16:00-17:30

锦江区吼堂火锅（东大街下东大街166号) 3月31日18:55-22:00

春熙路群光广场负二楼锦江区 海鲜遇上面 3月31日20:41-20:56

锦江区科甲大厦（锦江区春熙路正科甲巷 48号） 4月2日1:20-5:11

锦江区春禧大厦一民宿（无名）（联升巷5号） 4月1日19:00-22:00

锦江区纯K KTV （成都九眼桥店）（锦江区一环路东5段8号天府国际近九眼桥） 4月1日22:00；4月1日22:40-4月2日0:38

锦江区成都尼依格罗酒店 （锦江区红星路三段1号IFS三号办公楼） 3月31日-4月2日

锦江区3AM HAIR SALON（银石广场购物中心店）（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 4月1日21:00-22:00

锦江区兰桂坊the xx pub（锦江区兰桂坊水津街 13号名人堂1层） 4月1日2:00-2:30

锦江区蜀醉叁火锅鱼（水碾河店）（锦江区一心桥横街22号附1号） 4月1日4：30-5：30

锦江区桂王桥咖啡站 cafe de stop（桂王桥北街37号）
3月31日19:20-24:00；
4月1日12:00-19:00

锦江区泰合国际财富中心 H来住酒店（锦江区沙河街道通宝街 19号泰合财富中心）
4月1日17:00-24:00；
4月2日14:30-20:10

成都香格里拉KTV（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 4月2日1:50-5:17

锦江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4号楼云曦西金国际酒店 （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258号）
4月1日1:00-

4月3日10:00

博纳UA国际金融中心影城（IFS国际金融中心店）（锦江区红星路三段1号成都IFS国际金融
中心F6）

4月1日22:00-23:56

锦江区小龙坎老火锅（概念店） 4月2日2:54-3:28

全家便利店（大慈寺路店）（锦江区大慈路77号附5号） 4月1日14:34-16:34

锦江区桔子酒店（春熙路中心店）（锦江区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 6号蓝光大厦23层） 4月1日17:10-4月2日

麦当劳（壹购广场店）（锦江区东大街上东大街段 133号） 4月1日19:00-19:45左右

锦江区味千拉面（成都阳光百货店）（锦江区春熙路东段1号） 4月1日21:00-21:22

锦江区1941 PARTY KTV（锦江区水井街附近） 4月2日0:00-1:30

锦江区SAGI BAR酒吧（兰桂坊店）（锦江区水井街1号8栋）
4月1日22:47-

4月2日2:00

锦江区尚乐足道保健精品店 （同瑞国际大厦2层73号）（锦江区大业路39号同瑞国际大厦2层
73号）

4月2日3:00-4:41

锦江区琅铂凯悦臻选酒店 （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258号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2号楼38楼） 4月1日5:00-14:30；4月2日6:22-20:00

张太婆老妈蹄花（太古里店）（锦江区耿家巷46号） 4月1日4:50-5:30

锦江区ISEYA.高空全景酒店（锦江区东御街18号百扬大厦37楼） 4月1日5:30-14:13

锦江区天紫界国际公寓 （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46号） 4月1日-4月3日19:00

锦江区AC酒吧（Amusing club）（锦江区下西顺城街75号3楼AMUSING CLUB<成都店>） 4月3日2:00-5:00

锦江区3AM AHIR SALON（晶融汇旗舰店）（锦江区东大街99号晶融汇1栋-1层7号1B1-02号）
4月1日17:30；

4月1日19:46-19:50

锦江区竹涟烤肉日式烤肉 （太古里店）（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66号崇德里） 4月1日19:50-22:03

东光北顺街段氏中医理疗 （锦江区东光北顺街顺兴苑西侧 ） 4月2日20:50-22:06

北顺苑商业楼西北侧紫云轩茶楼 （锦江区糍粑店街8号北顺苑商业楼） 4月2日13:00-20:10

锦江区SOHO我的寓所（锦江区天仙桥北路1号） 4月2日1:51-3:12

锦江区海底捞（阳光·新业中心店）（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87号阳光新业中心F6） 4月2日3:40-5:39

锦江区梨花街12号城市理想B座（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12号） 4月2日9:00-21:20

锦江区顺兴苑7栋1单元（锦江区东光北顺街107号顺兴苑7栋1单元6楼21号） 4月2日5:03—7:00

知味楼（糍粑店街店）（锦江区糍粑店街6号） 4月2日20:15-20:48

青羊区
（18）

青羊区富力中心B座5单元（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 3月31日-4月1日；4月2日3:30-4月2日17:30

青羊区龙森园火锅（琴台路店）（青羊区琴台路60号） 3月31日18:50-22:40

清江西路19号老铜门火锅 3月30日1:10-2:30

御府茶缘金沙旗舰店（中环路青羊大道段店）（青羊区清江西路44号） 3月30日3:00-9:00

青羊区富力中心B座4单元（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 4月1日

青羊区光华逸家5栋1单元（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01号光华逸家5栋1单元）
3月30日21:00-24:00；
3月31日17:00-18:30；

4月1日14：30-17:00

青羊区新蓉荟（领地中心西塔1栋）（西御街27-1号） 4月1日晚



高风险

（136个）

青羊区
（18）

青羊区富力中心B座（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 3月31日-4月2日

居家或集中隔离7天（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 ，需集中隔离），第1、
3、5、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高风险点位周边居民实行 3天内2次核
酸检测。

青羊区屈臣氏（富力广场店） 4月1日14:46

三合牛肉面（过街楼街店）（青羊区过街楼街46号附1号） 4月1日16:30-17:10

青羊区三哥田螺北书院街店 （青羊区北书院街6号）
4月1日2:40-5:00；

4月1日19:10-20:40

公共卫生间（北书院街） 4月1日3:40-4:10

青羊区头牌手作牛肉面 （面丫丫）（青羊区万花一路44号） 4月1日13:00-13:40

青羊区金五门秘制老火锅金悦湾店 （青羊区蜀江路187号） 4月1日17:00-20:00

青羊区富力史丹尼·国际公寓（青羊区顺城大街269号） 3月31日14:20-14:30

青羊区飞大美誉（青羊区人民中路三段 3号）
4月1日3：00-
4月3日凌晨

青羊区秀猪小吃（富力广场店）（青羊区东华门街53号附12号） 4月1日 13:03-13:27

子语酒店18楼（青羊区万花一路129号子语酒店18楼） 4月1日13:30-17:00

武侯区
（28个）

武侯区蓉城悦柳·采薇美食酒店（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24号） 3月29日-3月31日

武侯区蕾特恩专业祛痘 (国际)连锁（省体育馆店）（武侯区—环路南三段13号附17号） 3月29日17:00-18:47

武侯区艺墅花乡小区（武侯区洗面桥33号） 3月31日-4月2日

武侯区牡丹名邸3栋（武侯区新光路5号） 3月29日-4月1日

武侯区PLAY  HOUSE（世外桃源店）（武侯区科华北路65号附2号世外桃源广场楼下）
4月1日2:08—3:00；4月1日晚；4月1日20:00—4月2

日6:00

虾吃虾涮（金楠天街购物中心店） 4月1日18:00-20:19

武侯区金地贝福里花园 1栋1单元（武侯区桐梓林中路6号） 3月29日-4月2日

武侯区Mini-K.PTY量贩KTV（金雁店）（武侯区金雁路28号附6号） 4月1日20:30-23:50

武侯区机投桥中华锦绣 7栋2单元 3月31日-4月2日

潮音村便民菜市场鹅当家秘制卤鹅卤鸭（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潮音大道 44号） 4月1日16:00左右

潮音村便民菜市场王鸡肉（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潮音大道 44号） 4月1日16:00左右

潮音村便民菜市场王氏现捞（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潮音大道 44号） 4月1日16:00左右

武侯区星巴客（成都大悦城一楼） 4月1日21:40-22:00

潮音村便民菜市场沙县小吃店 4月2日12:40-13:30

武侯区红牌楼香颂丽都 2栋1单元（武侯区丽都路511号） 3月31日-4月3日6:00

中国兰州拉面（长益路29号） 4月1日8:50-9:00

武侯区星巴克（中粮丽都悦街店）（武侯区丽都路513号中粮香颂丽都悦街 1楼） 4月1日11:00-11:20

武侯区二姐家常面（长寿南路店） 4月2日11:03左右

武侯区好望角公寓（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号） 3月31日-4月3日

武侯区泊景湾龙腾正街 180号6栋 3月29日-4月1日

麦当劳&麦咖啡（成都龙华北路店） 4月1日20:10-22:00

武侯区长城西一路红牌楼广场酷必乐音乐工厂
4月1日22:30-
4月2日0:40

武侯区香月楠岸2单元（一环路西一段88号） 4月1日约14:00-20：00左右；4月2日15:00-20:00

科华北路叶抄手旗舰店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34号附7号） 4月2日4:40-6:00

武侯区机投镇潮音菜市 8栋7单元 4月1日-4月2日13:00

武侯区九眼桥巫山纸上烤鱼 （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号九眼桥好望角广场 3栋1楼27号） 4月2日2:40-3:35

武侯区焱味·邱金（科华路店）（武侯区科华中路泛悦国际商业区 2栋2楼） 3月30日18:00-20:00

鑫茶府（玉林生活广场店）（与周玉郎鲜鱼火锅点连通 ） 4月1日18:30-23:30

金牛区

（13个）

金牛区天涯歌舞厅（金牛区乡农市街59号金港商城A座） 4月1日20:00-22:00

金牛区情浓歌舞厅（金牛区马河湾巷5号附15号） 4月1日20:00-24:00

金牛区卡拉卡拉漫温泉汗蒸SPA（金牛区解放路一段192号） 4月2日0:00-10:00

金牛区龙湖上城10栋 4月1日-4月4日

金牛区锦西国际（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圃园北路 1号） 4月2日

全家便利店（成华西街店）（金牛区成华西街299号9栋附101号） 4月4日9:40-10:50

金牛区丽景湾6幢1单元（金牛区圃园南二路3号） 3月31日-4月3日

金牛区西体北路1号附8号

4月1日8:42-12:00、14:30-18:00

4月2日8:50-11:30；
4月2日中午

金牛区实惠啤酒鸭（解放路二段店）（金牛区张家巷19栋附4号）
4月1日11：00；

4月1日18:30-19:54

金牛区野火鲜货烧烤（金牛区五里墩横街13号） 4月1日21:00-21:52

金牛区宁记脆绍面（金牛区新二村农贸市场 ） 4月2日11:31-11:54

金牛区重庆万州麻油抄手 （金牛区新二村农贸市场 ） 4月2日11:59-12:17

温鸭子（交大店）（金牛区九里堤北路2号附20号） 4月2日18:00-24:00

成华区

（15个）

成华区海里游（Holyou）小酒馆（望平街店） 3月29日22:00-23:18

成华区EK.party-KTV（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 7号东城国际A座3-4楼） 3月31日2：00-4：40

成华区碧桂园中环荟 2栋（成华区八里庄路168号） 4月1日14:48-4月2日6:07

云门兰亭私房菜馆(未来中心店)（成华区东风路26号未来中心广场5楼） 4月2日19:00-22:30

合能.耀之城3栋(成华区建业路30号) 4月3日5:29-10:20

首创·天禧68号小区3栋1单元(成华区踏水桥北街60号) 4月3日10:43-23:21

繁星戏剧村（东郊记忆）(成华区东郊记忆音乐公园 4楼) 4月2日13:50-15:35

成华区世茂 •茂立方公寓（成华区和顺西一路） 4月1日-4月3日3:54

成华区望平街小称盘肥肠爱上鱼 （成华区望平街131-171号1栋139号） 4月1日18:37-20:54

成华区B.QUEEN CLUB（未来中心）（成华区东风路26号未来中心4楼）
4月1日21:01-

4月2日6:00

成华区AMO PLUS酒吧（成华区猛追湾94号339欢乐颂B座B1层）
4月1日18:45-

4月2日2:31

成华区东郊记忆电建洺悦锦园 （成华区建勋路8号） 4月1日-4月3日

大司坊川菜馆（成华区华林三路3号附101-102号） 4月1日13:20-14:10

鲜香干拌抄手（小龙桥店） 4月2日7:17左右

小龙桥路锦东苑茶府 4月2日2:15-7:00

双流区
（7个）

肯德基餐厅（双流机场T2到达层） 3月31日15:56-17:30



高风险

（136个）

双流区
（7个）

双流区香榭园邻2期7栋2单元 3月31日-4月3日4:15

居家或集中隔离7天（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 ，需集中隔离），第1、
3、5、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高风险点位周边居民实行 3天内2次核

酸检测。

成都瑞迪威科技有限公司 （国芯五街399号4栋）
4月1日9:00-18:00；

4月2日9:00-12:00

双流区禧玥合（双流区国芯五街399号5栋二楼） 4月1日12:01-12:23

双流区香邻春天12栋1单元一楼茶铺
4月1日20:00-

4月2日1:00

双流机场T2到达厅王记肥肠粉 4月2日16:40-17:27

双流机场东航贵宾厅 4月2日18:04-22:30

温江区

（1个）
温江区滋味烤鱼亚洲湾店 （温江区江浦路320号） 3月30日16:00后

郫都区（1个） 郫都区锦巷兰台1栋1单元（郫都区粮河路519号） 3月31日-4月2日

崇州市（2个）
崇州市麗枫酒店（崇州市崇庆街道尚贤坊街 169号） 4月3日00:28-07:45

天顺花苑小区A区1栋2单元（崇州市崇阳街道长城路 247号） 4月3日8:00-9:37

蒲江县（2个）

蒲江县寿安街道南源饭店 （蒲江县寿安街道利民路南段 128附3号） 4月3日18:50-21:50

蒲江县寿安街道丁家花园饭店西北门卫生间区域 （蒲江县寿安街道青蒲路 ） 4月3日16:06左右

中风险

（71个）

东部新区

（1个）
东部新区天府国际机场东航公务舱休息区 4月1日7:16-8:50

居家健康监测7天，第1、3、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中风险点位周

边居民实行3天内2次核酸检测人员。

高新区

（1个）
高新区建发中央鹭洲 3栋2单元（石羊街道南华路1500号）

3月31日22:40-

4月4日2:54

锦江区
（10个）

锦江区全季酒店（太古里中心店）、成都太古里禧玥酒店 3月29日21:40-22:02

锦江区晶融汇公寓
4月1日21:24-

4月2日0:53

锦江区书亦烧仙草（春熙路群光广场负二楼 ） 3月31日20:42-20:47

锦江区春熙路群光广场负二楼 DQ冰淇淋店 3月31日20:58左右

美宜佳便利店（春熙路街道东大街下东大街段睿东中心店 ）（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睿东

中心C座<锦江区S19酒吧楼下>）
3月31日23:38左右

锦江区乐天圣苑6栋 4月1日6:30-9:30

汇泉北路环球汇天誉 3号门5栋一民宿（无名）（锦江区汇泉北路） 4月2日2:00-2:50

锦江区上善本味寿司（镗钯街店）(锦江区镗钯街70号) 4月1日22:11-22:20

锦江区望福街31号福望诊所（锦江区望福街31号） 4月1日15:00-17:06

如家酒店（书院西街店）（锦江区书院西街75号） 4月1日14:00-16:00

青羊区

（16）

青羊区1+家24小时连锁超市（青羊区哆哆仓便利店）（西玉龙街6号附102号） 4月1日14:03-14:06

青羊区叮当智慧药房（大福建营巷店）(青羊区大福建营巷13号附2号) 4月1日14:07-14:13

青羊区“特产批发”商店（大福建营巷店）（青羊区大福建营巷13号附5号） 4月1日14:13-14:16

青羊区成都帝盛酒店一楼厕所 （青羊区西玉龙街168号） 4月1日14:17-14:22

青羊区罗森便利店（青羊区东华门街）（青羊区东华门街53号附26号） 4月1日14:36-14:42

青羊区 MOJAR DINNER&BAR酒馆（城西优品道店）（青羊区东坡路24号优品道广场）
3月29日22:00-3月30日1:00；3月30日23:40-

3月31日1:20

青羊区全季酒店（琴台路店）（青羊区青羊正街12号） 3月30日

青羊区7-11超市（顺城大街269号富力中心A座1层1-1号） 4月2日5:00-5:04

川西坝子火锅（青羊区清江东路直营店 ）（青羊区清江东路8号3栋1楼46、48号） 3月31日2:20-4:00

青羊区恒大广场住宅 4单元（ 青羊区三桂前街与大墙东街交叉口南约 100米）
4月1日21:10-23:35，
4月2日3:50-17:30

青羊区梓潼街35号1912老成都公馆菜 4月1日17:00-19:24

恒大广场住宅区5单元 4月4日3:30-8:50

青羊区Espresso G1咖啡（宽窄店）（青羊区三道街12号附10号） 4月2日10:05-10:25

青羊区融城云熙小区（青羊区顺成大街316号） 3月31日-4月3日

青羊区融城云熙楼下舞东风超市 （青羊区顺成大街316号楼下） 4月2日晚

青羊区小谭豆花（西大街店）（青羊区西大街86号附14号） 4月2日9:30-10:00

金牛区
（4个）

金牛区宽窄巷子天府丽雅酒店 3月30日17:00-4月1日

金牛区龙湖上城11栋2单元
4月1日5:30-6:30；

4月2日17:06-19:00

奈雪的茶（成都上城天街店）（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12号） 4月2日17:06左右

金牛区圃园北路那屋网咖 （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圃园北路 1号锦西国际楼下） 4月2日2:38-3:05

武侯区
（19个）

如家酒店（成都电信路华西医大店 ） 3月31日18:08-20:00

龙湖金楠星座11栋skin79皮肤管理中心（武侯区晋阳路361号龙湖金楠星座11栋1单元
1126室）

4月1号14:21左右、15:00左右

龙湖金楠天街三楼儿童游戏中心 4月1号14:21-15:00

武侯区潮福苑小区 4月1日17:30-18:30

武侯区zara店（成都大悦城店）（大悦城路518号） 4月1日21:05-21:40

潮音村便民菜市场幸卉理发店（潮音路54号） 4月2日12:00-12:40

母婴坊婴童时尚生活馆（机投店） 4月2日12:40左右

武侯区精典汽车服务连锁 （九兴店）（武侯区丽都路8号） 4月1日10:09-11:00

武侯区普麟德洗护中心（中粮香颂丽都悦街店）（武侯区丽都路511号中粮香颂丽都悦街
1楼）

4月2日中午

武侯区S23综合娱乐空间办公室中海广场 4月1日16:00-17:00

武侯区百花东路23号水果摊 4月2日16:00左右

武侯区百吉街2号水果摊 4月1日13:00左右

武侯区好世佳超市（武侯区潮音路44号） 4月3日0:00左右

武侯区机投镇潮音菜市 8栋附近菜鸟驿站（武青东三路20号） 4月1日13:49-13:52

武侯区科华中路鼎鸿茶楼 4月1日16:00-18:30

武侯区老马路18号附2号大男孩馋猫儿锡纸烧烤 4月3日5:30左右

武侯区亮度100精工修鞋皮具护理 4月1日10:09-11:00

武侯区武青东四路9号附23号瑞鑫超市 4月2日16:00左右

中国石化（望江加油站） 4月2日23:48左右

成华区
（11个）

成华区叽哇精酿啤酒馆 （望平街店） 3月29日23:35-23:38，3月30日1:13-1:17

成华区新疆阿力木烤羊肉串店 （望平街店） 3月29日23:42-3月30日1:13

成华区B-TREE  CAFE&BAR(太古里店)（成华区望平滨河路8号） 4月1日20:33-21:27



中风险

（71个）

成华区
（11个）

成华区甘食记肥肠粉 (太古里非遗传承店)（成华区望平美食区东风路 4号） 4月1日19:45-20:06

居家健康监测7天，第1、3、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中风险点位周

边居民实行3天内2次核酸检测人员。

成华区八里庄路乌鸡米线乌鸡米线（八里庄路1号附3号） 4月1日14:50-15:02

成华区五块石花径路老三烤羊肉串（成华区双水碾街道五块石花径路 202号） 4月1日23:48-4月2日0:02

711超市（东郊记忆店） 4月2日13:42-13:46

Bbunion （万象城店）（成华区双庆路8号） 4月2日16:25-16：28

成华区民兴北苑 10栋1单元（成华区民旺一路66号） 4月1日2:27-12:59

森活木趣（万象城店）（成华区双庆路8号） 4月2日16:29-16：45

星巴克（铁建广场店） 4月1日14:40-15:12

双流区
（2个）

签王之签小郡肝串串香 （双流旗舰店） 4月1日18:00-20:00

双流区合力达卓越南城 2栋2单元（双流区西航港街道空港路一路一段 189号）
4月1号18:10-
4月2日3:10

郫都区
（2个）

郫都区海霸王市场（C10区、C2区） 4月3日7:00-10:47，10:54-11:20

郫都区海霸王市场C8区附近快餐店 4月3日11:30-11:39

崇州市
（5个）

崇州市崇阳街道九龙路芯悦超市（崇州市崇阳街道九龙路 396号旁） 4月3日9:45-9:49

崇州市家常面馆（芯悦超市旁）（崇阳街道九龙路396号） 4月3日9:40-9:58

崇州市辰居路123号李姐水果店（崇州市辰居路123号） 4月3日10:00-10:17

崇州市名师蛋糕（文井街分店）（崇州市崇阳街道文井街 43号） 4月3日14:15-14:19

正和祥药店（文井街店）（崇州市崇阳街道文井街 60号） 4月3日14:20-14:23

低风险

（50个）

高新区
（11个）

吉瑞五路京东文具智慧办公合作店 4月1日14:43-14:44

尽快完成1次核酸检测，开展7天个人健康监测。

高新区庆余堂药房（南华路店）（高新区天府二街南华路 1616号） 4月1日20:01-20:22

高新区老枝花卤（南华路店）（南华路1606号） 4月1日20:10-20:13

高新区叮咚鲜果（南华路1618号）
4月1日20:10-20:14；

4月3日13:55-14:01

高新区金控时代广场 4栋包来运转包子店 4月2日8:45-8:46

高新区憨牛汽车连锁（天府二街店）（南华路1500号1号楼） 4月3日11:40、14:39

高新区世豪广场Tims咖啡店（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负一楼） 4月3日12:48-12:51

高新区伊藤洋华堂超市 （世豪广场店）（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 4月3日13:03-13:05

高新区红旗超市（南华路便利店）（南华路1500号附2-1号） 4月3日14:02-14:08

高新区建发中央鹭洲小区菜鸟驿站 4月3日14:10-14:15

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388号8栋吾留栖电竞酒店（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388号8栋2层201-

213号）
4月1日9:00-11:00

锦江区

（12个）

锦江区THEBEAST野兽派花店（成都远洋太古里店）
3月29日21:07-21:09；
3月31日19:16-19:25

锦江区BYREDO柏芮朵（成都远洋太古里店） 3月29日21:12-21:15

锦江区JOMALONE祖玛珑（成都远洋太古里店） 3月29日21:16-21:19

锦江区Apple官方（成都远洋太古里店）（中纱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东广场 1349、

2349号）
3月29日21:20-21:33

锦江区小花Hana Vintage（太古里店） 3月29日21:35-21:38

锦江区春禧大厦水帘洞 （锦江区大科甲巷3号） 4月1日20:48-20:55

锦江区飘香食品配送部 （锦江区宏济中路41号附2号） 4月1日19:40-19:55

锦江区中国兰州拉面（天紫界店）（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46号附9号）
4月2日11:16-11:28；

4月3日11:25-11:45

锦江区东大街晶融汇购物中心 RELX悦刻南纱帽街旗舰店 4月1日19:33-19:46

锦江区何发副食品（天仙桥北路）（锦江区天仙桥北路2号附1号） 4月2日4:30-4:35

锦江区全家便利店（汇泉北路店）（锦江区汇泉北路106号） 4月2日1:52-1:55

锦江区仁恒滨河湾一期 2栋2单元（锦江区汇源东路88号） 4月2日6:40

金牛区

（15个）

金牛区荷花池四区4063号鞋店（蓝光金荷花市场4063铺子） 4月2日16:20-16：43

金牛区韦家碾三路西凤凰城 1区1栋2单元 4月1日0:00-12:00

金牛区金房苑西路8号7栋1单元 4月3日11:00左右

金牛区沙湾加油站 4月3日11:16左右

金牛区张中正翘脚牛肉馆 （龙湖·上城） 4月2日5:18-5:30

成华西街乐宜便利店（金牛区成华西街龙湖上城 ） 4月2日5:00

叼嘴糍粑冰粉（金牛区张家巷58号） 4月1日18:37

金牛区菜鸟驿站（圃园南二路店）（金牛区圃园南二路6号附62号） 4月1日11:00左右

金牛区成华西街299号6栋附111号红旗超市 4月4日11:50-11:51

金牛区万达商场1楼彪马旁卫生间（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 1号） 4月1日20:19

金牛区王光凤火爆肥肠店 （金牛区新二村农贸市场 ） 4月2日11:30

金牛区优衣库（成都金牛万达广场店）（金牛区万达广场1号门1-2层） 4月1日20:25-20:35

老农民粮油店（九里堤总店）（金牛区圃园南三路3号附32号） 4月1日17:19左右

糖水铺手工冰粉（金牛区张家巷40号附6号） 4月1日19:10

小李水果摊（金牛区新二村农贸市场 ） 4月2日11:58

武侯区
（4个）

武侯区晋吉东二街澜妆坊 （武侯区晋吉东二街） 3月31日18:00-18:30

武侯区红运街鸿运经典理发店 （武侯区晋阳东二路附近 ） 3月31日18:30左右

武侯区紫燕百味鸡（潮音菜市场） 4月2日12:40左右

武侯区杜记烤鸭店（武侯区红牌楼路294号） 4月2日12:00-15:00

成华区

（1个）
见福便利店（铁建广场店） 4月1日14:38-14:39

双流区

（1个）
双流机场T2航站楼内E指廊旁麦当劳店 4月3日12点左右

郫都区
（3个）

郫都区福瑞民心堂大药房 （雍渡店） 4月3日10:54左右

雍渡小区69幢4单元 4月3日8:40左右

郫都区兴大百胜购物中心 4月3日11：16-11：36

新津区（1个） 新津顺丰物流园
3月28日；3月29日3:00-5:45；4月1日10:00；4月2

日3:00-5:14

崇州市

（2个）

老字号沈鸭子脆皮油烫鸭甜皮鸭 （崇州市崇阳街道蜀州北路 11号） 4月3日13:57-14:02



低风险

（50个）

崇州市

（2个）
任氏小家电配送（小商品市场）（崇州崇阳街道永安西路 208号） 4月3日14:04-14:10

尽快完成1次核酸检测，开展7天个人健康监测。

收到12320健康提示短信的市民，请按照短信要求做好社区报备和核酸检测 。上述信息仅供市民对照自查和社区排查参考 ，后续根据流调进展情况动态调整 。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判定由专业机构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判断 。

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41+328）

省（自治区、直辖

市）

城市

（地区）

县（市、区、

旗）
具体区域

（一）高风险地区（41个）

天津市
（4个）

天津市
（4个）

西青区 杨柳青镇锦绣欣居

静海区 朝阳街道瑞和道与月纬路交口清水湾洗浴

东丽区 金钟街赵沽里新苑小区

河北区 月牙河街满江里

山东省

（3个）

滨州市

（3个）

阳信县 翟王镇

邹平市 韩店镇西王新村，黄山街道办事处张山村

甘肃省

（1个）

兰州市

（1个）
七里河区 秀川街道崔家崖大户村

吉林省

（6个）

吉林市
（3个）

经开区 九站街道农校社区八委十组 （九龙路以南、经开大街以东、翰林路以南）

昌邑区 桦皮厂镇桦皮厂社区，延江街道江山帝景小区

长春市

（3个）

九台区 九郊街道新州社区

宽城区 团山街道小南街社区

绿园区 青年路街道宇航社区

河北省
（3个）

廊坊市

（2个）

安次区 葛渔城镇

霸州市 胜芳镇欧韵城小区

唐山市

（1个）
高新技术开发区 盛华世家仓储购物市场

福建省
（20个）

泉州市
（20个）

丰泽区
滨海酒店，丰泽街道东美社区北至妙云街 、西至刺桐南路、南至泉秀街、东至坪山路和东霞街（河岸）区域，丰泽街道霞淮社区，城东街道前头社区，浔美社区，城东街道埭头社区、东星社区，

泉秀街道灯星社区、成洲社区、沉洲社区，东海街道云山社区、滨城社区、法石社区、云谷社区

晋江市 陈埭镇江滨南路、鞋都路、九十九溪围合的三角区域 ，陈埭镇庵上村，池店镇东山村，陈埭镇海尾村

洛江区 万安街道吉源小区20号楼

鲤城区 临江街道伍堡社区伍堡旧街北至四堡街 、南至义全街、西至伍堡新街、东至中山南路区域

辽宁省
（2个）

营口市

（1个）
鲅鱼圈区 北大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

（1个）
辽中区 茨榆坨街道

黑龙江省

（2个）

佳木斯市

（2个）
汤原县 东湖城小区、阳光河畔小区

（二）中风险地区（328个）

黑龙江省

（24个）

哈尔滨市

（5个）
南岗区 南航花园B栋，鲁商凤凰城3栋，清滨路14号、林家街10号（汉林美苑小区1号楼）、哈达村

佳木斯市
（12个）

汤原县 阳光花园小区，清华C区6号楼、12号楼，学府新城10号楼，清华新城5、12号楼，幸福家园3、4、8号楼，理想家园小区，宝祥名苑小区3号楼，汤圆镇西凤鸣村

牡丹江
（7个）

爱民区 文化社区、明月社区、地明安居社区、建卫社区、兴平社区、庆达社区、通乡社区（新增）

广东省
（6个）

东莞市
（1个）

高埗镇 北王路高埗段86号百茂物流园

肇庆市
（2个）

高要区 金利镇永利工业园内永顺路 1至35号连片区域、金利镇罗客村

茂名市
（3个）

电白区 水东街道西湖西路28号底商01至03号商铺，坡心镇新河村委会羊甘昌村二组 51号

高新区 七迳镇山岚村委会上山岚村 2号

江苏省

（15个）

徐州市
（14个）

鼓楼区 荆南小区2号楼，荆南小14号楼，华美东观园10号楼，中山北路336-6，山水路商业街A-1-24，环城街道朱庄小区25号楼、环城路坝子街60号弘辉大厦

贾汪区 汴塘镇孟省村、朱古村

云龙区 翠屏山街道玉兰苑C1号楼

泉山区 永安街道煤建路169小区7号楼、余二菜馆（矿南小区24号楼西侧平房）

睢宁县 景湖小区一期4号楼、李岳小区18号楼

宿迁市（1个） 宿城区 双庄街道浙富世贸广场 3号楼（新增）

内蒙古自治区

（1个）

赤峰市

（1个）
巴林左旗 西城街道赛汗小区

上海市

（13个）

上海市

（13个）

嘉定区 马陆镇康年路261号工地宿舍，江桥镇增建村柴中村民组

崇明区 长兴镇长明村21队，长兴镇新港村15队

浦东新区 日京路88号，北蔡镇联勤村冯桥南宅 ，北蔡镇鹏飞路411弄6号，康桥镇苗桥路935弄19号，北蔡镇御北路235号

闵行区 梅陇镇许泾村八组，梅陇镇行南村三队，华漕镇许浦村三队，

黄浦区 打浦桥街道顺昌路612弄20号

吉林省
（173个）

吉林市

（46个）

丰满区 龙城帝景小区10号楼3单元，江南街道恒东花园小区 1号楼2单元，泰山街道如一坊中央公园 8号楼，前二道乡王相村5组，小白山乡大兰旗村4社，小白山乡鸡冠山村1社

昌邑区

两家子乡李屯村，桦皮厂镇桦东村、张相村、苏登河村四组、漂洋村十二组、永胜村十二组、鳌龙村、东风村、乐园村、乔屯村、庆祥村，两家子满族乡两家子村二组 ，哈达湾经济开发区神华万

利城16栋3单元，哈达湾街道汇丰家园小区 15号楼2单元，站前街道桃花源小区 1号楼1单元，民主街道运河里小区 15号楼3单元，莲花街道卢瓦尔小镇 D38号楼、莲花街道朝阳鸿祥苑 15号楼3单元，
民主街道兴国胡同27号岔路乡公寓、东局子街道嘉业花园小区 1号楼5单元、民主街道运河里小区 15号楼3单元，兴华街道兴田上城 7号楼A座，土城子乡聂司马村1组，两家子乡盆窑村3组，孤店子

镇孤店子村，哈达湾街道绿地福林小区 10-3栋2单元，桦皮厂镇平胜村，莲花街道沈铁幸福里小区 12号楼2单元，左家镇小土门村5组，左家镇王家岭村

船营区 致和街道森邻里小区 23号楼4单元，北极街道望云山景小区 ，北山街道乐园一区12号楼、北山街道乐园一区17号楼、青岛街道庆丰小区12号楼5单元，新北街道张久村6社

龙潭区 山前街道万兴家和小区 1号楼2单元，承德街道江山如画小区 3号楼3单元

经开区 九站街道雾凇水岸小区

永吉县 北大湖镇南沟村南沟家园小区

磐石市 驿马镇滚马岭村样子沟屯

长春市

（127个）

九台区

胡家回族乡周家村6社，九台街道佳隆花园、龙凤花园、南山公馆，营城街道农行小区、学府人家、益民小区，九台街道信合花园，第一中学，主城区、苇子沟街道西山村、苇子沟街道小苇村、
苇子沟街道官地村、苇子沟街道拉拉村、苇子沟街道大苇村、其塔木镇北山村、上河湾镇万福花园、上河湾镇友谊小区老楼 、上河湾镇双顶村、上河湾镇吴文祥小区、上河湾镇幸福家园、沐石河

街道孤家子村、沐石河街道八家子村、沐石河街道河南村、沐石河街道横道村、沐石河街道卢家村、沐石河街道沐石河村、沐石河街道太和村、沐石河街道杨树村、沐石河街道张家村、沐石河街
道于家村，纪家街道坐山村、纪家街道纪家村、兴隆街道大荒地村、上河湾镇南甸子村

长春新区
超越街道大禹褐石、修正药业宿舍，北湖街道北湖花园、超越街道万龙丽水湾二期 、硅谷街道恒大雅苑，北湖街道北湾新城四期 、超越街道恒盛豪庭、硅谷街道昂展公园里、飞跃街道新星宇之新

观邸



吉林省
（173个）

长春市

（127个）

经开区 兴隆山镇中海寰宇天下 ，会展街道北海丽景、世纪街道智诚学校、兴隆山镇金色家园、兴隆山镇吴中北国之春 ，东方广场街道恒大帝景一期 、兴隆山镇分水村

净月区
永兴街道伟峰东域商业街工地 ，德容街道福临花园、德容街道福盛小区、德容街道亚泰华府、德容街道万科班芙花园 、永兴街道康诗丹郡、德正街道保利香槟、德正街道潭泽东南明珠 、德正街道

东安枫景

南关区
明珠街道卫星商城、明珠街道中铁十三局宿舍 、鸿城街道卫星花园、明珠街道长春大学、南岭街道御翠豪庭、富裕街道金色世界湾、明珠街道长春大学公寓 ，幸福乡国信一期、明珠街道新城小区

、明珠街道力旺美林、明珠街道万科金域长春 、明珠街道幸福乡政府宿舍楼 、鸿城街道农研家属楼

二道区 八里堡街道力旺康城、远达街道昊泽家园、吉林街道高格蓝湾、吉林街道吉盛高层小区 、东盛街道上东城市之光 、二道区长青街道十方界

绿园区 同心街道，普阳街道辽阳街（101栋、143栋、201栋）、普阳街道吉业花园、铁西街道彩云阁小区、正阳街道娜奇美4区、林园街道3535小区、林园街道大禹华邦B区、青年街道133厂小区

双阳区 云山街道林溪美郡、双阳区太平镇桦木村

德惠市
胜利街道龙德盛世城、胜利街道吉成福园、胜利街道壹号院、建设街道盛世金城、建设街道龙凤尚城、建设街道博文雅苑、建设街道龙凤翔城、建设街道都会公馆、万宝镇街道、万宝镇万宝村、

万宝镇顺山村、万宝镇广太村

榆树市
华昌街道富宇花园、华昌街道图书馆家属楼 、城郊街道和泰府、城郊街道富润家园、环城乡东岭村小河屯、大岭镇怀家蓝旗村、大岭镇怀家民主村、闵家镇西北地村、闵家镇金家村、新立镇太平

村西甸子屯、泗河镇韩家村、黑林镇芦古村、土桥镇十四户村、向阳镇复兴村、于家镇红旗村孙成岗屯 、于家镇万河村、刘家镇永生村

公主岭市 河北街道金碧阁小区、范家屯镇十家子社区，环岭街道高家岗村、河北街道紫金公馆、响水镇刘小窝堡村、河北街道玛钢花园二期

农安县 合隆镇万隆璟堂

汽开区 锦城街道44街区、锦城街道47街区、锦城街道中铁国际花园 、锦城街道恒大首府

宽城区 凯旋街道友谊花园小区

朝阳区 湖西街道领秀朝阳上院 ，重庆街道安华公寓西安大路 336号、朝阳区南湖街道长春大学卫星路以南八公寓 ，湖西街道开运街1629号楼、湖西街道新星宇福苑二期

山东省

（3个）

滨州市
（2个）

邹平市 韩店镇上口村

惠民县 孙武街道办事处怡水龙城小区

威海市（1个） 文登区 张淑静鞋料加工厂（文登区环山办城西西街 1-3号）（新增）

河北省

（5个）

廊坊市

（3个）

安次区 东沽港镇淘河村、桃园村

霸州市 杨芬港镇褚西村

唐山市

（1个）
路北区 君瑞联合农贸市场

邯郸市

（1个）
鸡泽县 浮图店镇

河南省

（5个）

周口市
（2个）

太康县 城关镇建设路以西、交通路以南、原小铁路以东、谢安路以北合围地区；建设路北段、福兴社区、原纱厂家属院合围地区

漯河市

（3个）
临颍县 新城街道办事处辖区、杜曲镇东徐庄、台陈镇台陈村

天津市
（4个）

天津市
（4个）

西青区 西营门街赵苑西里8号楼，张家窝镇香榭园26号楼1门

河北区 光复道街万爱情侣主题酒店 （建国道1号龙门大厦）

静海区 朝阳街道宇纬路春曦公园

福建省

（42个）

泉州市
（40个）

丰泽区
丰泽街道丰泽新村88号，城东街道美仙山二期 20栋，毓才花苑二期6栋、13栋，丰泽街道东淮社区、丰泽社区、迎津社区，城东街道埭头社区，东海街道云谷社区、云山社区、法石社区，华大街
道华城社区，泉秀街道华丰社区，城东街道金屿社区、通海社区、通源社区、西福社区、霞美社区、新前社区、庄任社区，东海街道宝山社区，东湖街道铭湖社区，丰泽街道前坂社区、东涂社区

、源淮社区，清源街道西宝社区，泉秀街道灯洲社区、泉淮社区、新秀社区

鲤城区 临江街道伍堡社区，鲤中街道和平社区北至东街 、南至玉犀巷、西至中山中路、东至观东巷区域

晋江市
池店镇东山村、池店镇海丝景城A区、池店镇百信御江帝景一期 ，池店镇东山村、池店镇海丝景城A区、池店镇百信御江帝景一期 ，陈埭镇洋埭村，池店镇清蒙村、池店镇浯潭村、池店镇赤塘村、

池店镇霞福村金福小区 、陈埭镇涵口村五四路 17号，池店镇新店村、陈埭镇高坑村、永和镇割山村，安海镇安平社区

洛江区 万安街道首富商城、万安街道吉源雅苑1号楼

莆田市

（2个）

城厢区 霞林街道荔园东路1411号下黄小区35号楼4梯

涵江区 三江口镇杨芳村东曾 90号

辽宁省
（10个）

大连市
（2个）

金普新区 马桥子街道凯悦公寓 B座

普兰店区 太平街道如意人家钰莲园小区 10号楼

沈阳市
（3个）

大东区 惠民家园，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新城 ，钢花小区

营口市
（5个）

鲅鱼圈区 群星国际新城、金座A区、金禾一品财富广场、恒祥湾·富贵园、新港小区

安徽省

（9个）

芜湖市

（4个）
繁昌区 繁阳镇新城华府小区 1号楼，峨山镇阳光花园C区14栋，繁阳镇栖霞小区31栋，新港镇建华建材职工宿舍 5栋

淮南市
（3个）

凤台县 李冲回族乡民族村、李冲回族乡李冲村、刘集镇淝北村

六安市（1个） 裕安区 城南镇宝业小区8号楼（新增）

阜阳市
（1个）

颍上县 谢桥镇全域

江西省
（4个）

南昌市
（3个）

新建区 石岗镇界坛村、石岗镇田北村谌家老居 、石岗镇长征路15号

抚州市（1个） 南城县 G35济广高速鹰瑞段南城服务区

湖南省
（11个）

长沙市
（10个）

天心区 大托铺街道火云山庄烤全羊店 （湘江南路店），新开铺街道天翔新新家园 A栋

岳麓区 阳光100小区一期二期三期，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大学三食堂区域

雨花区 雅礼中学，中雅培粹学校，东塘街道枫树山社区，东塘街道现代华都小户型楼栋 ，左家塘街道天润花园小区

衡阳市
（1个）

衡东县 石滩乡石金村小泉屋组

四川省

（3个）

乐山市

（3个）
犍为县 玉津镇罗城路众恒中央公园 E区、玉津镇麻柳路翠湖公园小区 、玉津镇滨江路东方花园小区

三、国内重点地区来（返）蓉人员管控措施

排查起始时间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县（市、区

、旗）
14天集中隔离 7天居家隔离 7天居家健康监测 3天2次核酸检测

3月19日—23日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中高风险地区
马陆镇、江桥镇

其他地区

— 补齐“3天2检”核酸检测措施

崇明区 中高风险地区 长兴镇其他地区

浦东新区 中高风险地区 高桥镇、北蔡镇、康桥镇其他地区

闵行区 中高风险地区
梅龙镇、华漕镇

其他地区

黄浦区 中高风险地区 打浦桥街道其他地区



3月24日-28日

*上海市 上海市

— 中高风险地区

上海市除中高风险地区外的其他地区 ，未

严格落实居家健康监测的 ，即日起实施居
家隔离直至离开上海满 14天为止（不满足

居家隔离条件的，实施集中隔离）

— —

自3月29日以来 — 中高风险地区

上海市除中高风险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实

施7天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直至离开上海满
7天为止

— —

自3月26日以来

*吉林省

吉林省 — 中高风险地区

吉林省除中高风险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实

施7天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直至离开吉林省
满7天为止

— —

自3月23日以来 吉林市

昌邑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两家子乡、桦皮厂镇、哈达湾经济开发区
、站前街道、民主街道、莲花街道、东局

子街道、兴华街道、延江街道、土城子乡
、孤店子镇、左家镇其他地区

吉林市除风险区所在街道 （镇）外的其他地区 —

丰满区 中高风险地区

江南街道、泰山街道、前二道乡、小白山

乡
其他地区

船营区 中高风险地区
致和街道、北极街道、新北街道、北山街

道、青岛街道其他地区

龙潭区 中高风险地区 山前街道、承德街道其他地区

经开区 中高风险地区 九站街道其他地区

磐石市 中高风险地区 驿马镇其他地区

永吉县 中高风险地区 北大湖镇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长春市

经开区 中高风险地区
兴隆山镇、会展街道、世纪街道、东方广

场街道其他地区

长春市除风险区所在街道 （镇）外的其他地区 —

净月区 中高风险地区 永兴街道、德容街道、德正街道其他地区

朝阳区 中高风险地区 湖西街道、重庆街道、南湖街道其他地区

九台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主城区范围、胡家回族乡、九台街道、营
城街道、苇子沟街道、其塔木镇、上河湾

镇、沐石河街道、纪家街道、兴隆街道、
九郊街道其他地区

南关区 中高风险地区
明珠街道、鸿城街道、南岭街道、富裕街

道其他地区

二道区 中高风险地区
八里堡街道、远达街道、吉林街道、东盛

街道、长青街道其他地区

绿园区
中高风险地区

（同心街道）

普阳街道、铁西街道、正阳街道、林园街
道、青年街道

其他地区

双阳区 中高风险地区
云山街道、太平镇

其他地区

德惠市 中高风险地区 胜利街道、建设街道、万宝镇其他地区

榆树市 中高风险地区

华昌街道、城郊街道、环城乡、大岭镇、

闵家镇、新立镇、泗河镇、黑林镇、土桥
镇、向阳镇、于家镇、刘家镇其他地区

公主岭市 中高风险地区
河北街道、范家屯镇、环岭街道、响水镇

其他地区

农安县 中高风险地区 合隆镇其他地区

汽开区 中高风险地区 锦城街道其他地区

宽城区 中高风险地区 凯旋街道、团山街道其他地区

长春新区 中高风险地区
超越街道、北湖街道、硅谷街道、飞跃街

道

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白城市
洮南市、洮

北区
— — — 洮南市、洮北区全域

自3月24日以来 白山市 浑江区 — — — 浑江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四平市

伊通县 — — — 伊通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铁西区 — — — 铁西区全域

铁东区 — — — 铁东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中高风险地区
芦家街道、保健路街道、七政街道、王岗

镇其他地区
南岗区其他地区 哈尔滨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佳木斯市 汤原县 中高风险地区 汤原镇其他地区 汤原县其他地区 佳木斯市佳木斯市

自3月28日以来 黑河市 爱辉区 — — — 爱辉区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牡丹江市 爱民区 中高风险地区
黄花街道、铁北街道、三道关镇、向阳街

道、大庆街道、兴平街道其他地区
爱民区其他地区 牡丹江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大庆市 肇源县 — — — 肇源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广东省

东莞市 高埗镇 中高风险地区 高埗镇其他地区 东莞市其他地区 —

自3月23日以来 肇庆市 高要区 中高风险地区 金利镇其他地区 高要区其他地区 肇庆市其他地区

自3月29日以来 惠州市 惠阳区 — — — 惠阳区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茂名市
电白区 中高风险地区

水东街道、坡心镇
其他地区

电白区其他地区
茂名市其他地区

高新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七迳镇其他地区 高新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珠海市 香洲区 — — — 香洲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
东兴市 — — — 东兴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防城区 — — — 防城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百色市

那坡县 — — — 那坡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靖西市 — — — 靖西市全域

自3月24日以来
南宁市

高新区 — — — 高新区全域



自3月27日以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兴宁区 — — — 兴宁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 — — 常熟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姑苏区 — — — 姑苏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吴江区 — — — 吴江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太仓市 — — — 太仓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昆山市 — — — 昆山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相城区 — — — 相城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工业园区 — — — 工业园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南通市

崇川区 — — — 崇川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如皋市、通

州区、海门
区、如东县

— — — 如皋市、通州区、海门区、如东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徐州市

鼓楼区 中高风险地区
牌楼街道、环城街道

其他地区
鼓楼区其他地区

徐州市其他地区

贾汪区 中高风险地区 汴塘镇其他地区 贾汪区其他地区

云龙区 中高风险地区 翠屏山街道其他地区 云龙区其他地区

泉山区 中高风险地区 永安街道其他地区 泉山区其他地区

睢宁县 中高风险地区 睢河街道、空港经济开发区其他地区 睢宁县其他地区

自3月27日以来 宿迁市 宿城区 中高风险地区 双庄街道其他地区 宿城区其他地区 宿迁市其他地区

自3月24日以来 镇江市 扬中市 — — — 扬中市全域

自3月25日以来 无锡市

锡山区、惠

山区、滨湖
区

— — — 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泰州市 靖江市 — — — 靖江市全域

自3月26日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巴林左旗 中高风险地区
林东西城街道

其他地区
巴林左旗其他地区 赤峰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天津市 天津市

东丽区 中高风险地区 金钟街道其他地区 — 东丽区其他地区

西青区 中高风险地区
西营门街道、杨柳青镇、张家窝镇其他地

区
— 西青区其他地区

南开区 — — — 南开区全域

河北区 中高风险地区 月牙河街道、光复道街道其他地区 — 河北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静海区 中高风险地区 朝阳街道其他地区 — 静海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山东省

滨州市

阳信县
中高风险地区
（翟王镇）

— 阳信县其他地区

滨州市其他地区
邹平市 中高风险地区

韩店镇、黄山街道

其他地区
邹平市其他地区

惠民县 中高风险地区 孙武街道其他地区 惠民县其他地区

自3月27日以来

济南市

章丘区、天
桥区、槐荫

区、历城区

— — — 章丘区、天桥区、槐荫区、历城区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商河县 — — — 商河县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临沂市

临沭县 — — — 临沭县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平邑县 — — — 平邑县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兰陵县 — — — 兰陵县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潍坊市 安丘市 — — — 安丘市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济宁市 曲阜市 — — — 曲阜市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威海市 文登区 中高风险地区 环山路街道其他地区 文登区其他地区 威海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枣庄市
台儿庄区、

薛城区
— — — 台儿庄区、薛城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河北省

唐山市
高新区 中高风险地区 河北路街道其他地区 高新区其他地区

唐山市其他地区

路北区 中高风险地区 果园乡其他地区 路北区其他地区

自3月26日以来 保定市
安国市、博

野县
— — — 安国市、博野县全域

自3月26日以来 邯郸市 鸡泽县
中高风险地区
（浮图店镇）

— 鸡泽县其他地区 邯郸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廊坊市

安次区
中高风险地区

（含葛渔城镇）
东沽港镇其他地区 安次区其他地区

廊坊市其他地区

霸州市 中高风险地区
胜芳镇、杨芬港镇

其他地区
霸州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浙江省

嘉兴市

经开区 — — — 经开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南湖区 — — — 南湖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嘉善县 — — — 嘉善县全域

自3月25日以来 秀洲区 — — — 秀洲区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海宁市 — — — 海宁市全域

自3月27日以来 桐乡市 — — — 桐乡市全域

自3月24日以来
宁波市

海曙区 — — — 海曙区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象山县 — — — 象山县全域

自3月26日以来

杭州市

余杭区 — — — 余杭区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上城区 — — — 上城区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萧山区 — — — 萧山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甘肃省 兰州市 七里河区 中高风险地区 秀川街道其他地区 七里河区其他地区 兰州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中高风险地区
前进街道、东站街道

其他地区
大东区其他地区

沈阳市其他地区

辽中区
中高风险地区

（茨榆坨街道）
— 辽中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营口市 鲅鱼圈区 中高风险地区
芦屯镇、红海街道、望海街道、海星街道

其他地区
鲅鱼圈区其他地区 营口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葫芦岛市 建昌县 — — — 建昌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鞍山市
台安县、
海城市

— — — 台安县、海城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大连市
金普新区 中高风险地区 马桥子街道其他地区 金普新区其他地区

大连市其他地区
普兰店区 中高风险地区 太平街道其他地区 普兰店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 — — 金水区全域

郑东新区 — — — 郑东新区全域

自3月24日以来 经开区 — — — 经开区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新郑市 — — — 新郑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周口市 太康县 中高风险地区 城关镇其他地区 太康县其他地区 周口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漯河市 临颍县 中高风险地区 新城街道、杜曲镇、台陈镇其他地区 临颍县其他地区 漯河市其他地区

自3月26日以来 驻马店市 泌阳县 — — — 泌阳县全域

自3月25日以来 洛阳市 瀍河区 — — — 瀍河区全域

自3月31日以来 商丘市 永城市 — — — 永城市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信阳市 淮滨县 — — — 淮滨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福建省

泉州市

丰泽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丰泽街道、城东街道、东海街道、华大街

道、泉秀街道、清源街道
其他地区

丰泽区其他地区

泉州市其他地区鲤城区 中高风险地区
鲤中街道、临江街道

其他地区
鲤城区其他地区

晋江市 中高风险地区 陈埭镇、池店镇、安海镇其他地区 晋江市其他地区

洛江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万安街道其他地区 洛江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福州市 仓山区 — — — 仓山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莆田市

城厢区 中高风险地区 霞林街道其他地区 城厢区其他地区

莆田市其他地区
涵江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三江口镇其他地区 涵江区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南平市

建阳区 — — — 建阳区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邵武市 — — — 邵武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安徽省

芜湖市 繁昌区 中高风险地区 繁阳镇、峨山镇、新港镇其他地区 繁昌区其他地区 芜湖市其他地区

自3月25日以来 阜阳市 颍上县
中高风险地区

（谢桥镇）
— 颍上县其他地区 阜阳市其他地区

自3月26日以来 滁州市 琅琊区 — — — 琅琊区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合肥市 肥西区 — — — 肥西区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黄山市 祁门县 — — — 祁门县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六安市 裕安区 中高风险地区 城南镇其他地区 裕安区其他地区 六安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淮南市 凤台县 中高风险地区 李冲回族乡、刘集镇其他地区 凤台县其他地区 淮南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江西省

南昌市 新建区 中高风险地区 石岗镇其他地区 新建区其他地区 南昌市其他地区

自3月23日以来 抚州市 南城县 中高风险地区 高速服务区 南城县其他地区 抚州市其他地区

自3月26日以来 上饶市 婺源县 — — — 婺源县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中高风险地区
岳麓街道、桔子洲街道、西湖街道其他地

区
岳麓区其他地区

长沙市其他地区雨花区 中高风险地区
东塘街道、裕南街街道、左家塘街道其他

地区
雨花区其他地区

天心区 中高风险地区 大托铺街道、新开铺街道其他地区 天心区其他地区

自3月28日以来 衡阳市 衡东县 中高风险地区 石滩乡其他地区 衡东县其他地区 衡阳市其他地区

自3月26日以来

海南省

三亚市
吉阳区、海
棠区、天涯

区
— — — 吉阳区、海棠区、天涯区全域

海口市
秀英区、龙
华区、琼山

市、美兰区

— — — 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市、美兰区全域

自3月28日以来 — 琼海市 — — — 琼海市全域

自3月23日以来 — 万宁市 — — — 万宁市全域

自3月27日以来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 — — 南明区全域（含贵阳机场）

自3月24日以来

新疆自治区

巴州 和硕县 — — — 和硕县全域

自3月25日以来 乌鲁木齐 水磨沟区 — — — 水磨沟区全域

自3月26日以来 昌吉州 昌吉市 — — — 昌吉市全域

自3月26日以来
湖北省

孝感市 大悟县 — — — 大悟县全域

自3月25日以来 随州市 曾都区 — — — 曾都区全域

自4月1日以来
青海省

西宁市 城东区 — — — 城东区全域

自3月30日以来 海东市 循化县 — — — 循化县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 — — 小店区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运城市 临猗县 — — — 临猗县全域

自3月27日以来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 — — 南岸区全域

自3月29日以来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 — — 酒仙桥街道、崔各庄乡、金盏乡

自1月1日以来 四川省外 — —
倡导其他省来（返）蓉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抵蓉后 24小时内完成1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提前通过“社智在线”社区报备主动申报个人行程 ；无法扫码登记的，在小

区（院落）门口由值守人员协助填写排查登记表 。

集中隔离 期间每3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直至离开风险地区满 14天为止，解除隔离时双采双检。

居家隔离 第1、3、7天进行核酸检测，直至离开风险地区所在乡镇 （街道）满7天为止，解除隔离时双采双检。（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 ，实施集中隔离）

居家健康监测 第1、3、7天进行核酸检测，直至离开风险地区所在县 （市、区、旗）满7天为止。

3天2次核酸检测 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来（返）蓉后24小时内再进行1次核酸检测。如不能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需在来（返）蓉后进行3天2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

社区联系电话：8626105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系电话 ：86036078

（市民如掌握以上人员情况可与社区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系 ，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

成都市委社治委
成都市卫健委                制

备注：1.此表政策由成都市卫健委负责解释 ，市民如有疑问也可拨打 “12345”热线。2.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疫情风险查询”查看全国中高风险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