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新型冠
状病毒

COVID-19
测试

获得免费测试 – 不需要医生开
单，症状筛查或医疗保险
注册并保留您的位置：
https://bit.ly/2xk73OL
测试由Verily的Project Baseline提供更多信息
www.projectbaseline.com/study/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测试点

圣马刁市

周一和周二
San Mateo County
Event Center
1346 Saratoga Drive
San Mateo
9:00 am – 4:00 pm

帝利市

周三和周四
Jefferson 联合高中校区
699 Serramonte Blvd.
Daly City
9:00 am – 4:00 pm

东波罗阿多

周五和周六
Lewis and Joan Platt
East Palo Alto Family YMCA
550 Bell St.
East Palo Alto
9:00 am – 4:00 pm

• 测试免费
• 您不需要医生开单或是医疗保险。
• 需要在线注册。现场提供注册协助。
• 每个测试点每日最多可注册250人。
• 结果可在1至3天内获得。圣马刁县健康局会与测试呈阳性者联络。
• 为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受测试，请联络您的医生看是否提供测试。
注意：测试只会检测您测试当下是否感染了病毒。 它不会测试你是否具有免疫力或
您以前是否感染过病毒。 如果您的测试结果是阴性，您也必须保持谨慎，因为您仍
然会被感染。

有任何问题?请拨打211

• 测试免费
• 您不需要医生开单或是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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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 Saratoga Drive
San Mateo
9:00 am – 4:00 pm

• 需要在线注册。现场提供注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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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测试点每日最多可注册250人。
• 结果可在1至3天内获得。圣马刁县健康
局会与测试呈阳性者联络。
• 为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受测试，
请联络您的医生看是否提供测试。
注意：测试只会检测您测试当下是否感
染了病毒。 它不会测试你是否具有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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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rojectbaseline.com/study/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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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免费
• 您不需要医生开单或是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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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测试点每日最多可注册250人。
• 结果可在1至3天内获得。圣马刁县健康
局会与测试呈阳性者联络。
• 为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受测试，
请联络您的医生看是否提供测试。
注意：测试只会检测您测试当下是否感
染了病毒。 它不会测试你是否具有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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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由Verily的Project Baseline提供更多信息
www.projectbaseline.com/study/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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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免费
• 您不需要医生开单或是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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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和周六
Lewis and Joan Platt
East Palo Alto Family YMCA
550 Bell St.
East Palo Alto
9:00 am – 4:00 pm

• 需要在线注册。现场提供注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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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测试点每日最多可注册250人。
• 结果可在1至3天内获得。圣马刁县健康
局会与测试呈阳性者联络。
• 为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受测试，
请联络您的医生看是否提供测试。
注意：测试只会检测您测试当下是否感
染了病毒。 它不会测试你是否具有免疫
力或您以前是否感染过病毒。 如果您的
测试结果是阴性，您也必须保持谨慎，

获得免费测试 – 不需要医生开单，症状筛查或医疗保险
注册并保留您的位置： https://bit.ly/2xk73OL
测试由Verily的Project Baseline提供更多信息
www.projectbaseline.com/study/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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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免费
• 您不需要医生开单或是医疗保险。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测试点

帝利市
周三和周四

Jefferson 联合高中校区
699 Serramonte Blvd.
Daly City
9:00 am – 4:00 pm

• 需要在线注册。现场提供注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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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测试点每日最多可注册250人。
• 结果可在1至3天内获得。圣马刁县健康
局会与测试呈阳性者联络。
• 为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受测试，
请联络您的医生看是否提供测试。
注意：测试只会检测您测试当下是否感
染了病毒。 它不会测试你是否具有免疫
力或您以前是否感染过病毒。 如果您的
测试结果是阴性，您也必须保持谨慎，

获得免费测试 – 不需要医生开单，症状筛查或医疗保险
注册并保留您的位置： https://bit.ly/2xk73OL
测试由Verily的Project Baseline提供更多信息
www.projectbaseline.com/study/covid-19/

因为您仍然会被感染。
有任何问题?请拨打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