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疾绿通服务介绍

最新更新日期：2020 年 6 月 16 日

1. 什么是重疾绿通服务？

为满足重疾患者的就医需求，我司提供重大疾病绿色就医通道服务，为客户优先安排全国优

质医疗资源，服务内容包括远程问诊、专家门诊、检查加速、住院手术安排及配套服务（包含住

院探视、医后随访、中医理疗及营养方案）和专家复诊，提升客户就医效率及就医体验。

2、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重疾绿通服务？

客户需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方可申请重疾绿通：

（1）保单等待期满后，重疾绿通服务的等待期与保单一致；

（2）客户经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或诊断疑似罹患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恶性肿瘤；

（3）仅限客户（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重疾绿通服务可以覆盖的医院范围？

重疾绿通服务可以覆盖的医院范围见附件《重疾绿通医院名单》。

4、重疾绿通服务内容详细介绍

序号 服务名称 项目说明 服务方式及次数 备注

1 远程问诊

自收齐完整病历资料起 3 个工作日内为客

户安排专家，发起电话提供定制化远程问诊

服务，以帮助客户获得正确诊断，确定更合

适更有效的医疗方案，为客户重大就医决策

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电话，一年限一

次

三甲医院副

主任及以上

级别专家，不

可指定

2 专家门诊

5 个工作日内根据客户申请和病情，全科医

生经过精确分诊，完成预约对症专家门诊或

专家特需门诊服务，一线及省会城市内的绿

通定点医院由专人全程一对一陪同就诊，协

调就医事项。

分诊电话沟通，

门诊线下安排，

一年限一次

可指定医院、

科室，不可指

定医生



3 检查加速

5 个工作日内根据客户提供的检查单安排

检查加急。检查加速项目范围为：CT 类检

查、B 超类（包含彩超）及核磁类检查。一

线及省会城市内的绿通定点医院由专人全

程一对一陪同，协调检查加急事宜。

线下安排，一年

限一次

4 住院安排

10 个工作日内在符合医院住院的条件下，

推荐并安排相关医院的住院床位，协助快速

办理住院手续。入院当日专人陪同协助办理

入院手续。

第 4-9 项为打包

服务；

线下，每项服务

一年限一次

可指定医院、

科室，不可指

定医生

5 手术安排

10 个工作日内在符合医院手术的条件下，

协调相关专家快速安排手术，并协助做好专

家与患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可指定医院、

科室，不可指

定医生

6 住院探视

客户住院期间，安排专人至医院探望并递送

慰问礼品（鲜花，水果等），同时了解客户

住院及治疗情况，以便更好的帮助客户恢复

健康。

7 医后随访

客户经专家住院诊治后，我们提供一年五次

的电话关爱回访服务，提供康复建议、咨询

服务。

8 中医理疗

确认重疾后，根据客户的疾病情况与治疗情

况，为客户匹配名老中医，面对面一对一诊

疗，定制中医调理方案。

9 营养方案

客户治疗出院后，应客户需要为其配备国家

高级营养师，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定制营养

方案，一日三餐，定食定量，专属搭配，食

疗有方。

10 专家复诊
提供包含专家门诊、住院或手术后的复诊

（面诊）服务。时效 5 个工作日。

线下，一年限一

次

可指定医院、

科室，不可指

定医生

注：以上工作日均以国家公布的法定工作日为准；以上“一年”指一个保单年度。

服务电话：10109955



特别说明：

（1）限客户首发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恶性肿瘤后一个保单年度内使用一次。

（2）以上服务由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医生确诊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恶性肿瘤或者诊断疑

似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恶性肿瘤的被保险人可以申请。疑似恶性肿瘤的情况若经专家门诊确诊

不是恶性肿瘤，则不再安排（4）—（10）项服务。

（3）重大疾病绿色通道服务所产生相关医疗费用（如挂号费、治疗费、药费、检查费、床

位费等）需由客户自行承担。

（4）在进行专家门诊安排时，将根据客户需求及实际情况为其转诊至普通或特需门诊（客

户可以指定科室）。专家指三甲医院副主任以上级别医师。

（5）以上服务首年等待期同保险产品合同规定的等待期，续期服务则无等待期限定。

（6）远程问诊、专家门诊、检查加速及专家复诊服务落实前将取得客户确认，客户接受服

务后，因本人原因未能按时就医，则视同该次服务已完成；住院及手术安排服务，客户预约

服务后不能取消服务。若客户因自身原因无法住院或手术，则视同该次服务已完成。

（7）客户如申请住院安排，需具备指定医院科室开具的住院单。

（8）客户如申请检查加急服务，需持有检查单。

（9）重疾绿通服务审核结论不代表理赔审核结论。

5、如何申请重疾绿通服务？

（1）您可通过众安健康微信公众号/众安保险 APP 在线申请（实名认证后在保单详情页点

击服务按钮申请）或拨打 10109955 申请重疾绿通服务。电话接听时间：每天 9：00-21:00。

（2）如您通过众安健康微信公众号或众安保险 APP 线上申请，请您根据页面申请指引提交

申请材料；如您通过客服电话 10109955 申请，客服将发送申请短信链接，请查收短信并

按照指引提交申请材料。



（3）收到完整材料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审核材料决定是否启动重疾绿通，并通知客户。

（4）重疾绿通服务启动后有专人联系客户，在服务范围内协助客户解决就医问题。

附件重疾绿通医院名单：

医院名称 省份 城市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省 滁州市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市安康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小汤山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陆军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煤炭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民航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大人民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地坛医院(地坛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市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回龙观医院(回龙观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同仁医院南苑（亦庄院区）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学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

所）
北京市 市辖区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贞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铁路总医院）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海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八大处整形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 北京市 市辖区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龙岩人民医院 福建省 龙岩市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第三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口腔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仙岳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中山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第二医院（集美总部） 福建省 厦门市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石化总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厚街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万江院区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红楼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华侨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妇婴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番禺院区）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医二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八医院(广州空军医院、解放军 458

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一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三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广东省 梅州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康宁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眼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深圳市福田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广西工人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民族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口腔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开滦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市人民医院（唐山市肿瘤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市第八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安阳地区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鹤壁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鹤壁市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煤业(集团）中央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洛阳市精神病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漯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漯河市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漯河市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濮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濮阳市

濮阳市中医院 河南省 濮阳市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许昌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儿童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康复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区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中原油田总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周口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周口市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哈尔滨 242 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普宁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1 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医大二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医大一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哈医大三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黑龙江省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五医院（黑龙江省康复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林总)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中日友谊医院、哈医大六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祖研）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鄂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州市中医院 湖北省 鄂州市

黄石市中心医院（黄石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省 黄石市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润武钢总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五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协和医院西区（原沌口神龙职工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湖北省 武汉市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第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第四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63 医院(湖南长沙 163 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前卫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妇产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常州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中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楚州医院淮安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东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传染病医院、连云港

市精神病防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三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口腔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胸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总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江

苏省

红十字儿童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81 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海安县中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海安县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附属海安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省 南通市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盛泽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广济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中医院（常熟市新区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省 苏州市

靖江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兴化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靖江市中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中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市中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无锡市胸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省 无锡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零一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宿迁市

邳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新沂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口腔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东台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中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中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宝应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分部 江苏省 扬州市

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中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精神病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解放军 94 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新余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新余市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儿童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口腔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军区总医院附属北方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儿童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妇婴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骨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口腔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胸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武警辽宁总队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二四二医院（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二四五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沈洲医院、沈阳市心血管病医院）辽宁省 沈阳市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医学院二附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内蒙古自治区胸科医院、内蒙

古自

治区结核病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中医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藏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胸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职业病医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01 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解放军 88 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诸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中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淄博市第一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山西大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中医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4 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山西省结核病防治中心） 山西省 太原市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安康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汉中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汉中市

三二零一医院 陕西省 汉中市

商洛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商洛市

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陕西省 铜川市

铜川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铜川市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 渭南市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渭南市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五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胸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电集团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唐都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心脏中心）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咸阳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榆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阳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星元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江苏路分部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静安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长征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杨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1 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

学

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上

海市

红十字会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新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华东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浦东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宝庆分院特需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上海市 市辖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

际和平

妇幼保健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红十字会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吴淞中心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

院松江

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仁济医院(东部）(仁济医院东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浦东分院（基本医疗服务的费用

纳入

医保联网结算）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南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上海市奉贤县中心医院、上海

市

第六人民医院奉贤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金山总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区分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静安区老年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门诊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

松江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浦东分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岳阳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市中医医院石门路门诊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青海路门诊

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上海 455 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特需

部
上海市 市辖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上海市 县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泰达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三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四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儿童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海河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 市辖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研究所） 天津市 市辖区

天津市蓟县人民医院 天津市 县

天津市静海县医院 天津市 县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昌吉市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自治区中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萧山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杭州市肿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浙江省口腔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浙江省 杭州市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武警浙江总队嘉兴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康宁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眼科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余姚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3 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台州市立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乐清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平阳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中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温医二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八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涪陵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第十一人民医院(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附属医院）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中医院(道门口院部）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医儿童医院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大公馆院区） 重庆市 市辖区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