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 of clinics on record with China Embassy for PCR test
（last update 2021-02-20）

一、莫斯科
（一）CMD
联系电话：+7-800-707-7881，+7-495-120-1312
网址：https://www.cmd-online.ru/
（二）Гемотест
联系电话：+7-800-550-1313，+7-495-532-1313
网址：https://www.gemotest.ru/
（三）LabQuest
联系电话：+7-800-511-5932，+7-495-153-3788
网址：https://www.labquest.ru/
二、圣彼得堡
（一）欧洲医学诊所 «Euromed Clinic»
可拨打 24 小时热线电话：+7-812-327-0301 预约上门检
测，检测结果将在 48-72 小时内发至被检者邮箱
网址：https://euromed.ru/
（二）环球医学中心 «Глобус мед»
联系电话：+7-812-244-5959
网址: http://www.globusmed-lab.ru/
三、叶卡捷琳堡
（ 一 ） Лаборатории ФБУЗ «Центр гигиены и
эпидемиологии в Сверд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лаборатории
Минздрава Сверд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ФМБА（公立机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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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危感染人群，不包括普通疑似感染者，免费检测）
（ 二 ） Частные лаборатории «Сити-лаб», РЖД,
УГМК（私立机构，面向无症状人员，收费检测）
四、新西伯利亚
（一）Центр новых медицин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联系电话：+7-383-363-0183
邮箱：info@cnmt.ru

地址：ул.Пирогова, 25/4

（二）Медик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оюз - Технология
联系电话：+7-383-363-7714，+7-383-363-7716
邮箱：info@mbu-tech.com

地址：ул. Ниженерная,16

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一） ИХМИ
联系电话：+7-391-200-3265，+7-933-996-1526
网址：https://ihmi.ru/

邮箱：inbox@ihmi.ru

地址：ул. Ленина, 118
（二） Центр лаборатор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АБВ
联系电话：+7-391-202-6901，+7-950-400-8121
网址：https://cit-lab.ru/

地址：ул. Говорова, 57А

六、伊尔库茨克
ЧУЗ «РЖД-Медицина» Кабинет Забора Анализов на
COVID-19
联系电话：+7-800-234-3434，+7-3952-638-800
地址：г. Иркутск, ул. Боткина, 10
邮箱：referent_l@dkb.irk.ru（团组）
marketdkb@dkb.irk.ru（个人）
网址：http://dkbirkuts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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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5:00
申请条件：申请人 14 天内未去过疫情严重地区和国家、
未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无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及网上预约
七、乌兰乌德
Диагрупп
联系电话：+7-3012-441-780
地址：ул. Хахалова, 12А； ул. Ранжурова, 3
ул.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6В； ул. Павлова, 61
邮箱：diamed2005@yandex.ru
网址：https://www.diagrouprb.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8.00-18.00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及网上预约
八、赤塔
Гемотест
联系电话：+7-800-550-1313（咨询）
+7-495-532-1313（办公室）
地址：ул. Бутина, д.115, корп.1;

ул. Шилова, д.19

邮箱：client@gemotest.ru
网址：https://www.gemotest.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及网上预约
九、阿巴坎
Хеликс
联系电话：+7-983-199-4223
地址：г. Абакан, ул. Чертыгашева, д.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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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dcnachertygasheva@helix.ru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及网上预约
十、克孜尔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офилактики и борьбы со
СПИДом
联系电话：+7-3942-263-368
地址：г. Кызыл, ул. Оюна Курседи, д.159А
邮箱：aids@tuva.ru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及网上预约
十一、符拉迪沃斯托克
（一）Лабораторная диагностика-Асклепий
预约电话：+7-4232-790-000
网址：https://asklepiy-dv.ru/

地址：ул. Гамарника, 3Б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7:30-20:00，周六 8:00-20:00，周
日 8:00-18:00
申请条件：任何人均可申请
检测方式：赴医院检测或申请上门检测。2 个工作日出
检测结果。
（二）ТАФИ-Диагностика
预约电话：+7-4232-685-958
预约网址：http://tafimed.ru/

地址：ул. Садовая, 25Б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7:30-19:30，周六 8:00-19:00，周
日 8:00-17:00
申请条件：申请人需 14 天内未去过疫情高风险国家；
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涕）；未与新冠
肺炎患者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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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式：赴医院检测，1-2 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可
通过电子邮箱或于次日 16:00-18:00 现场领取检测结果。
（三）САНАС
咨询电话：＋7-4232-202-872
地址：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л. Стрелочная 2А
网址：https://sanas.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8:00-20:00，周日 9:00-15:00
申请条件：申请人无感染症状，同时未与新冠肺炎患者
直接接触。
检测方式：赴中心检测，约 1-3 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
十二、喀山
（一）Ситилаб
预约电话：+7-843-276-8686 (7:00-19:00)
地址：ул. Аделя Кутуя, д. 44А
网址：https://citilab.ru/
工作时间：7:00-15:00, 休息时间 13:00-13:30
申请条件：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
涕、肌肉疼痛、身体虚弱），带护照
出结果时间：2-3 个工作日，通过电子邮箱发送
（二）БИОМЕД
联系电话：+7-8435-333-333
地址：ул. Заикева, д. 41. 网址：https://biomed-mc.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7:00-20:00，周末 8:00-20:00
申请条件：申请人需要 14 天未去过疫情高风险国家；
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涕、肌肉疼痛、
身体虚弱）；未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带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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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果时间：2 个工作日，可通过电子邮箱或于现场领
取检测结果
十三、乌法
（一）Ситилаб
联系电话：+7-347-200-8455（8:00-18:00）
地址：ул. Батырская, д. 12

网址：https://citilab.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5:00, 周六 8:00-12:00
申请条件：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
涕、肌肉疼痛、身体虚弱），带护照
出结果时间：2-3 个工作日，通过电子邮箱
（二）Центр лабораторной диагностики (входит в
состав сети лабораторий «КДЛ Лорак»)
联系电话：+7-917-770-0606，+7-347-250-5515
地址：проспект Октября, 83
网址：https://lorak-ufa.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7:30-13:00，周日休息
申请条件：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
涕、肌肉疼痛、身体虚弱），带护照、口罩
出结果时间：1-2 个工作日，可通过电子邮箱或于现场
领取检测结果
（三）МедиаЛаб
联系电话：+7-937-8497-377（8:00-20:00）
网址：https://medialabufa.ru/
地址：ул. Кирова 44； Лесной проезд 6；
ул. Жукова 15; ул. Первомайская 41/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11:0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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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发热不超过 37.5°，带护照、戴口罩
出结果时间：1 个工作日，次日早上 10 点后现场领取检
测结果
（四）МЕГИ
联系电话：+7-800-2347070，+7-347-216-3333（全天）
地址：ул. Жукова, 6

网址：https://megi.clinic/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11:00 - 15:00
申请条件：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出结果时间：不超过 3 个工作日
十四、下诺夫哥罗德
ГЕМОХЕЛП
联系电话：+7-800-100-0805
网址：https://gemohelp.ru/
地址：ул. Куйбышева, 3； ул. Краснодонцев, 7
ул. Ванеева 25/88； пр. Гагарина, 11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3:00
申请条件：申请人需要 14 天未去过疫情高风险国家；
无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咳嗽、流鼻涕、肌肉疼痛、
身体虚弱等）；未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带口罩
出结果时间：1-3 个工作日
十五、哈巴罗夫斯克
（一）Вивея
预约电话：+7-4212-452-610 或+7-4212-454-111
地址：ул. Запарина, 8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20:00，周六 9:00-15:00
申请条件：检测对象无发热、咳嗽等新冠肺炎感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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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式：检测对象携带护照前往医院检测。约 1-2 个
工作日出检测结果，结果可通过邮箱发送。
（二）Краевой кожно-венерологический диспансер
地址：ул. Ангарская, 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核酸检测时间为 16:00-19:00，
血清抗体检测时间为 8:00-19:00
申请条件：检测对象无发热、咳嗽等新冠肺炎感染症状
检测方式：检测对象携带护照前往医院检测，无需提前
预约。约 2 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结果需到医院领取。
十六、布拉戈维申斯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физиологии и
патологии дыхания
预约电话：+7-4162-772-808
地址：ул. Калинина, 22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00
申请条件：检测对象无发热、咳嗽等新冠肺炎感染症状
检测方式：检测对象携带护照前往医院检测。约 1-2 个
工作日出检测结果，结果可通过邮箱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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