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服务手册 

（手册中“我司客户”均是指购买保单的被保险人） 

一、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服务内容 

1.三甲医院专科医生图文咨询 

服务内容：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国华用户提供 15个精选科室(心内科、妇

产科、儿科、消化科、呼吸科、泌尿外科、普外/肿瘤外科、骨科、内分泌科、

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皮肤科、营养科、中医科)专科医生健康咨询服务，

利用专科医生的临床优势，提供系统、针对性的健康咨询服务。（三甲医院专科

医生服务网络范围见下文表 1）  

人员资质：200多位专科医生的优质团队，由三甲医院明星科室专科医生领

衔，团队人员均具备三年及以上专科临床经历。  

服务流程：我司客户进入“国华人寿”微信公众号，点击“国华悠健康”，

进入“活动专区”，找到“国华人寿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点击进入，在

服务入口中选择“三甲医院专科医生图文咨询”进入咨询室即可进行图文咨询。 

服务形式：图文。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提供服务，医生在我司客户提出问题后的 24 小时内

进行回复。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与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起始日期（犹豫期满后第一

日）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服务对象：我司客户本人及家属（登录时需输入被保人客户本人身份证号）。 

服务次数：不限次。 

2.三甲医院专科医生电话咨询 

服务内容：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国华用户提供 15个精选科室(心内科、妇

产科、儿科、消化科、呼吸科、泌尿外科、普外/肿瘤外科、骨科、内分泌科、

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皮肤科、营养科、中医科)专科医生健康咨询服务，

利用专科医生的临床优势，提供系统、针对性的健康咨询服务。（三甲医院专科



医生服务网络范围见下文表 1） 

人员资质：200多位专科医生的优质团队，由三甲医院明星科室专科医生领

衔，团队人员均具备三年及以上专科临床经历。  

服务流程：我司客户进入“国华人寿”微信公众号，点击“国华悠健康”，

进入“活动专区”，找到“国华人寿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点击进入，在

服务入口中选择“三甲医院专科医生电话咨询”，通过“三甲医院专科医生电话

咨询”咨询室中的专科医生电话咨询预约功能进行在线预约，预约成功后，我司

客户在预约时间段内接听电话医生的电话，即可开始咨询。 

服务形式：电话。 

预约规则：电话咨询服务时间为 8：00-20：00，医生在我司客户预约时间段

内进行回复；单次电话咨询服务时长为 10 分钟；专科医生将会在预约时段内回

复您，号码显示为：13011240203 或 13001141122，请您保持手机畅通注意接听；

已预约的服务，您需在预约时段起点前半小时之前取消；医生呼叫预留联系方式

2次后有权取消订单，不退回已支付的费用和权益次数。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与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起始日期（犹豫期满后第一

日）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服务对象：我司客户本人及家属（登录时需输入被保人客户本人身份证号）。 

服务次数：3次/年。 

3.重疾门诊绿通 

服务内容：我司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约定

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后，在提出门诊就医

需求的情况下，我司在就医绿通网络范围（表 2）内为我司客户提供专家号门诊

预约服务，我司客户可指定医院指定科室指定医生；同时提供当次就诊的全程专

业医护陪诊，提供代挂号、取药等服务。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时效：我司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客户

提交完整材料并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后，对于不指定医生的需求，我司 5 个工作



日内安排我司客户就诊，对于指定医生的需求，不计时效为我司客户预约直至服

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为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服务起始日期（等待期满后

第一日即可使用;产品无等待期的，生效日期后 30 天即可使用）过后的一年内。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注意事项： 

1） 专家号门诊包括主任和副主任级别的专家，对于不指定专家的门诊服务，

协调时以最终医院端反馈的结果为准，我司客户不可指定级别和医生姓名。 

2）我司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送成功

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服务已

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消

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3）我司预约启动前，应明确告知我司客户，预约一旦启动后不得取消。 

4.重疾手术/住院加快 

服务内容：我司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约定

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我司为已开具绿通

就医网络（表 2）内的医院住院单的我司客户提供住院/手术加快服务。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我司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我司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

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客户提交住院单等完整材料并服务资格经审核

通过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安排我司客户就诊。（对于医院/医生要求择期手术或住

院、或需完成入院前检查、停药等特殊医嘱的手术或住院情况，须以医生医嘱为

准。）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为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服务起始日期（等待期满后

第一日即可使用;产品无等待期的，生效日期后 30 天即可使用）过后的一年内。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注意事项： 

1）我司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送成功

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服务已

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消

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2）住院加快服务除外儿科、所有甲状腺核素治疗相关科室。 

3）手术加快不支持主刀医生的更换。 

5.重疾二次门诊 

服务内容：我司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约定

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后，我司在就医绿通

网络范围（表 2）内为我司客户提供复查门诊绿通服务。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时效：我司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客户

提交完整材料并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后，对于不指定医生的需求，我司 5 个工作

日内安排我司客户就诊，对于指定医生的需求，不计时效为我司客户预约直至服

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为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服务起始日期（等待期满后

第一日即可使用;产品无等待期的，生效日期后 30 天即可使用）过后的一年内。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注意事项： 

1）专家号门诊包括主任和副主任级别的专家，对于不指定专家的门诊服务，

协调时以最终医院端反馈的结果为准，我司客户不可指定级别和医生姓名。 

2）我司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送成功

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服务已

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消

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3）我司预约启动前，应明确告知我司客户，预约一旦启动后不得取消。 



6.重疾诊后随访 

服务内容：我司为已使用重疾门诊绿通或重疾手术/住院加快服务的我司客

户，安排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家庭医生提供关爱随访服务。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电话。 

服务时效：我司在为客户安排门诊/手术/住院后的 1个月内主动进行电话随

访，连续 3个月每月提供 1次 15-20分钟的电话关爱随访服务，随访时间将与我

司客户协商。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3次。 

7.重疾异地就医补贴 

服务内容：我司客户在使用重疾门诊绿通或重疾手术/住院加快两项服务中

任何一项时，若我司客户为异地就医，我司为我司客户本人提供一次异地就医交

通、住宿补贴，我司客户可于完成就医后提出补贴申请。若为省内就医，补贴限

额以人民币 2000元为限，若为省外就医，补贴限额以人民币 5000元为限。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特别说明： 

1）“异地”指我司客户现居住地与重疾绿通预约所在地非同一城市的；“省

内”指我司客户现居住地与重疾绿通预约所在城市归属于同一省份的；“省外”

指我司客户现居住地与重疾绿通预约所在城市非归属于同一省份的。 

2）交通补贴是指针对汽车票、火车票、飞机票、打车票、过路费发票及加

油票（过路费发票和加油票需要同一日期）等因就医而必要的交通费用，交通发

票日期应与我司为我司客户安排的就医行程符合（对于火车票、飞机票等实名制

交通票，须提供我司客户本人实名制的交通发票）。 

3）住宿补贴是指针对我司客户于就医医院所在城市因就医而必要的住宿费

用，住宿发票日期应与我司为我司客户安排的就医行程符合。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为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服务起始日期（等待期满后

第一日即可使用;产品无等待期的，生效日期后 30 天即可使用）过后的一年内。 



服务时效：我司于 2个工作日内审核服务申请是否符合本协议约定，对于审

核通过的，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异地就医补贴。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二、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服务流程图 

国华人寿开门红健康尊享包（2020）服务流程图如下： 

 

三、附则 

健康咨询服务以医生建议为准，我公司仅提供服务对接，不对结果承担责

任。客户服务手册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 

四、三甲医院专科医生服务网络范围 

（表 1） 

序

号 

科室 所在医院 

1 儿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 儿科 北京和睦家医院 



3 皮肤科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医院 

4 皮肤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普外科 肿瘤科 北京肿瘤医院国际诊疗中心（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 

6 普外科 肿瘤科 天津市人民医院 

7 普外科 肿瘤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 

8 骨科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9 骨科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 

10 骨科 山西省中医院 

11 心内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 心内科 天津市南开医院 

13 内分泌科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14 内分泌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 内分泌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工人疗养院） 

16 眼科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17 眼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 口腔科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9 口腔科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20 呼吸科 天津市南开医院 

21 呼吸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22 呼吸科 中日友好医院 

23 消化科 天津市南开医院 

24 消化科 天津市天津医院 



25 耳鼻喉科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26 耳鼻喉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7 妇产科 天津市南开医院 

28 妇产科 北京妇产医院 

29 妇产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30 妇产科 扬州妇幼保健院 

31 中医科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2 中医科 天津市人民医院 

33 泌尿外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34 泌尿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5 泌尿外科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6 营养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7 营养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列表中是目前的覆盖科室清单，但由于医生工作变化可能科室资源会不定时相应调整，

公司有权更新网络，服务网络范围以公司实际提供的为准） 

 

四、就医绿通服务网络范围 

（表 2） 

省份 城市 医院级别 医院名称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特需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原北

京市通州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魏公村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协和医院（西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陆军总医

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丙等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

幼保健院东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天坛院

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

幼保健院西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武警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市肛肠医院(二龙路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新街口院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

院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5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回龙观院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亦庄

院区）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

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朝阳医院本部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3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第二炮兵

总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西医结合医院（天津市南开医

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武警天津总队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北辰中医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天津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三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安定医院（天津市精神卫生中

心）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儿童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

（北院区）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口腔医院河西门诊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

（南院区）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泰达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市海河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 天津市 三级甲等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5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南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武夷路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江苏路分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远洋

分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岳阳医院青海路特诊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金山总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

分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分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区分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1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临港)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石门路门

诊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保德路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

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特需诊疗部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区 

上海 上海市 三级甲等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分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冉家坝院区)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南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院部)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北碚中医院(城南院区)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中医院(南桥寺)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市中医院(道门口)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 重庆市 三级甲等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礼嘉分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石家庄市中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肿瘤医

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 石家庄市 三级甲等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眼科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第三人员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钢总医院迎新街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五一路

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中心医院北大街门诊部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建南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大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钢总医院烧伤中心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中心医院总部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荣军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针研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原市第四人员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太钢总医院尖草坪院区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妇产新

生儿病区(南中环)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 太原市 三级甲等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山西 大同市 三级甲等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市 三级甲等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市 三级甲等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市 三级甲等 同煤集团总医院平旺院区 

山西 大同市 三级甲等 同煤集团总医院恒安院区 

山西 阳泉市 三级甲等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阳泉市 三级甲等 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山西 长治市 三级甲等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山西 晋城市 三级甲等 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 晋城市 三级甲等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 晋城市 三级甲等 晋城大医院(晋煤总医院) 

山西 晋中市 三级甲等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晋中市 三级甲等 山西省荣军康宁医院 

山西 运城市 三级甲等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 临汾市 三级甲等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心医院）解放

院区 

山西 临汾市 三级甲等 临汾市中心医院（解放院区） 

山西 临汾市 三级甲等 临汾市人民医院 

山西 临汾市 三级甲等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心医院）平阳

院区 

山西 临汾市 三级甲等 临汾市中心医院（平阳院区） 

山西 吕梁市 三级甲等 吕梁市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崇山院

区）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院

区）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北院

区）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沈阳市胸科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

区）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和平院

区）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沈阳市儿童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市 三级甲等 沈阳市肛肠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普院

区）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儿童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路院

区）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庄河市中心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长春路院

区）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中医医院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辽宁 大连市 三级甲等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 鞍山市 三级甲等 鞍钢集团总医院 

辽宁 鞍山市 三级甲等 鞍山市中医医院 

辽宁 鞍山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辽宁 鞍山市 三级甲等 鞍山市第三医院 

辽宁 鞍山市 三级甲等 鞍山市中心医院 

辽宁 抚顺市 三级甲等 抚顺市中医院 

辽宁 抚顺市 三级甲等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辽宁 抚顺市 三级甲等 抚顺市中心医院 

辽宁 本溪市 三级甲等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 本溪市 三级甲等 本溪市金山医院 

辽宁 本溪市 三级甲等 本溪市中医院 

辽宁 本溪市 三级甲等 辽宁省本钢总医院 

辽宁 丹东市 三级甲等 丹东市中医院 

辽宁 丹东市 三级甲等 东港市中医院 

辽宁 丹东市 三级甲等 丹东市第一医院 

辽宁 丹东市 三级甲等 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 锦州市 三级甲等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辽宁 锦州市 三级甲等 锦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 锦州市 三级甲等 锦州市传染病医院 

辽宁 锦州市 三级甲等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营口市 三级甲等 营口市中心医院 

辽宁 营口市 三级甲等 营口市中医院 

辽宁 阜新市 三级甲等 阜新市中心医院 

辽宁 阜新市 三级甲等 辽健集团阜矿总医院 

辽宁 阜新市 三级甲等 阜新市中医医院 

辽宁 辽阳市 三级甲等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 盘锦市 三级甲等 盘锦市中心医院 

辽宁 铁岭市 三级甲等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辽宁 铁岭市 三级甲等 铁岭市中心医院 

辽宁 铁岭市 三级甲等 铁法煤业集团总医院 

辽宁 朝阳市 三级甲等 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 

辽宁 朝阳市 三级甲等 朝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 葫芦岛市 三级甲等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化工院区） 

辽宁 葫芦岛市 三级甲等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龙湾院区） 

辽宁 葫芦岛市 三级甲等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传统诊疗中

心）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市人民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一汽总医院（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省中

研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市传染病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二部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新民院区）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市妇产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市中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省肝胆病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省中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民康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 长春市 三级甲等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附属吉林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 吉林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22医院 

吉林 四平市 三级甲等 四平市中心医院 

吉林 辽源市 三级甲等 辽源市中医院 

吉林 辽源市 三级甲等 吉林油田总医院 

吉林 通化市 三级甲等 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 通化市 三级甲等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吉林 松原市 三级甲等 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 松原市 三级甲等 松原市人民医院 

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南岗分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军区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祖研）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桥院

区）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妇产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

区）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本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北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南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黑龙江 鹤岗市 三级甲等 鹤岗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鹤岗市 三级甲等 宝泉岭中心医院 

黑龙江 鹤岗市 三级甲等 鹤岗矿业集团总医院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三级甲等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三级甲等 红兴隆中心医院 

黑龙江 鸡西市 三级甲等 鸡西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鸡西市 三级甲等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大庆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大庆市

人民医院）南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大庆龙南医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大庆市

人民医院）北院 

黑龙江 大庆市 三级甲等 大庆市第三医院 

黑龙江 伊春市 三级甲等 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一分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心血管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康安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中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妇女儿童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二分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三级甲等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二部）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中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一部）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人民医院 

黑龙江 七台河市 三级甲等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七台河市 三级甲等 七台河七煤医院 

黑龙江 黑河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第三医院（黑龙江省神经精神

病防治院） 

黑龙江 绥化市 三级甲等 黑龙江绥化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 三级甲等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东部战区总医

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八一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明基医院 

江苏 南京市 三级甲等 南京市胸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 101医院（无锡市太湖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宜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 三级甲等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市中医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徐州市 三级甲等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金东方院区）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中医院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怀德院区 

江苏 常州市 三级甲等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市中医医院（杨素路院区）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十梓街院区）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景德路院区）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总院） 

江苏 苏州市 三级甲等 苏州市中医医院（景德路院区）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市 三级甲等 南通市妇幼保健医院 

江苏 连云港市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 

江苏 连云港市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市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 

江苏 连云港市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市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淮安市 三级甲等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市 三级甲等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市 三级甲等 淮安市中医院 



江苏 淮安市 三级甲等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妇幼保健院（开发区分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妇幼保健院（总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北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市中医院 

江苏 盐城市 三级甲等 盐城妇幼保健院（青年路分院） 

江苏 扬州市 三级甲等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扬州市 三级甲等 扬州市中医院 

江苏 扬州市 三级甲等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 

江苏 扬州市 三级甲等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 

江苏 扬州市 三级甲等 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市 三级甲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镇江市 三级甲等 镇江市中医院 

江苏 镇江市 三级甲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市 三级甲等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市 三级甲等 泰州市人民医院（北院） 

江苏 泰州市 三级甲等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江苏 泰州市 三级甲等 泰州市中医院（西院） 

江苏 泰州市 三级甲等 泰州市人民医院（新院区） 

江苏 泰州市 三级甲等 泰州市中医院（东院） 

江苏 宿迁市 三级甲等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江苏 宿迁市 三级甲等 宿迁市中医院 

江苏 宿迁市 三级甲等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湖滨院

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北京同仁堂中医门诊部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7医院（机场路院

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

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庆春）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肿瘤医院(市一集团吴山院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7医院（九里松院

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解放路

院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儿童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医院（灵隐院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西溪医院(市六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广仁不孕不育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

分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

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树兰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医院（三墩院区）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浙江 杭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莫干

山）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中医院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北部院区）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南部院区）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 宁波市 三级甲等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康宁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市人民医院（娄桥院区）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公园路院

区）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市人民医院（信河院区）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院区） 



浙江 温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医院 

浙江 嘉兴市 三级甲等 浙江武警总队医院 

浙江 嘉兴市 三级甲等 嘉兴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 

浙江 嘉兴市 三级甲等 嘉兴市第二医院 

浙江 嘉兴市 三级甲等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 嘉兴市 三级甲等 嘉兴市中医医院 

浙江 湖州市 三级甲等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湖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湖州市中医院 

浙江 湖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省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湖州市 三级甲等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上虞市中医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诸暨市中医医院（浣东院区）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绍兴市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市 三级甲等 诸暨市中医医院（暨阳院区）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金华市中医院（分院）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金华市第二医院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金华市中医院（总院）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义乌市中医院 

浙江 金华市 三级甲等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 衢州市 三级甲等 衢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 衢州市 三级甲等 衢州市中医院 

浙江 舟山市 三级甲等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舟山市 三级甲等 舟山市骨伤医院(洋岙医院） 

浙江 舟山市 三级甲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舟山医院 

浙江 台州市 三级甲等 温岭市中医院 

浙江 台州市 三级甲等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浙江 台州市 三级甲等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妇产医

院 

浙江 台州市 三级甲等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台州市 三级甲等 浙江省台州医院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遂昌院区）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白云院区）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中医院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 

浙江 丽水市 三级甲等 丽水市人民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绩溪路)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西区）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江路)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本部）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安徽心脑血管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

针灸医院） 

安徽 合肥市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 芜湖市 三级甲等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市 三级甲等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芜湖市 三级甲等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

院） 

安徽 芜湖市 三级甲等 芜湖市中医医院（新院区） 

安徽 芜湖市 三级甲等 芜湖市中医医院（老院区） 

安徽 蚌埠市 三级甲等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蚌埠市 三级甲等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蚌埠市 三级甲等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 马鞍山市 三级甲等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 马鞍山市 三级甲等 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 

安徽 马鞍山市 三级甲等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安徽 马鞍山市 三级甲等 马鞍山市中医院 

安徽 淮北市 三级甲等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 淮北市 三级甲等 淮北市中医医院 

安徽 铜陵市 三级甲等 
铜陵市第四人民医院（铜陵市妇幼保健

院） 

安徽 铜陵市 三级甲等 铜陵市人民医院 

安徽 铜陵市 三级甲等 铜陵市立医院 

安徽 铜陵市 三级甲等 铜陵市中医医院 

安徽 安庆市 三级甲等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安庆市 三级甲等 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 黄山市 三级甲等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 滁州市 三级甲等 滁州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滁州市 三级甲等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滁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 

安徽 阜阳市 三级甲等 阜阳市人民医院（南区） 



安徽 阜阳市 三级甲等 太和县人民医院 

安徽 阜阳市 三级甲等 阜阳市人民医院（北区） 

安徽 阜阳市 三级甲等 太和县中医院 

安徽 阜阳市 三级甲等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宿州市 三级甲等 宿州市立医院 

安徽 宿州市 三级甲等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安徽 六安市 三级甲等 六安市人民医院 

安徽 六安市 三级甲等 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 亳州市 三级甲等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 池州市 三级甲等 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 宣城市 三级甲等 宣城市人民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福建 福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福建 厦门市 三级甲等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 厦门市 三级甲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厦门市 三级甲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福建 厦门市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八临床医学院厦门

医院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 莆田市 三级甲等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福建 莆田市 三级甲等 莆田市第一医院 

福建 三明市 三级甲等 三明中西医结合医院 

福建 三明市 三级甲等 三明市第一医院 

福建 泉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 泉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海院

区） 

福建 泉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 泉州市 三级甲等 泉州市中医医院 

福建 漳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福建 漳州市 三级甲等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福建 南平市 三级甲等 南平市人民医院 

福建 南平市 三级甲等 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 龙岩市 三级甲等 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 宁德市 三级甲等 宁德市闽东医院 

福建 宁德市 三级甲等 宁德市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市生殖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分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市 三级甲等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江西 景德镇市 三级甲等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景德镇市 三级甲等 景德镇市中医院 

江西 景德镇市 三级甲等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西 景德镇市 三级甲等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景德镇市 三级甲等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萍乡市 三级甲等 萍乡市中医院 

江西 萍乡市 三级甲等 萍乡市人民医院 

江西 萍乡市 三级甲等 萍乡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市中医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 九江市 三级甲等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新余市 三级甲等 新余市人民医院 

江西 新余市 三级甲等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人民医院（南院区）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肿瘤医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黄金院区)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立医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章贡院区)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中医院 

江西 赣州市 三级甲等 赣州市人民医院（北院区） 

江西 吉安市 三级甲等 吉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吉安市 三级甲等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江西 吉安市 三级甲等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 宜春市 三级甲等 宜春市人民医院 

江西 抚州市 三级甲等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上饶市 三级甲等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 上饶市 三级甲等 上饶市人民医院 

江西 上饶市 三级甲等 上饶市肿瘤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中医院（东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立医院中心院区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中医院（西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戴庄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山东 济南市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南院区）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北院区）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解放军海军第 97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401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院区）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口腔医院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 

山东 青岛市 三级甲等 青岛市皮肤病防治院 

山东 淄博市 三级甲等 淄博市中医医院 

山东 淄博市 三级甲等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 淄博市 三级甲等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淄博市 三级甲等 淄博市第一医院 

山东 淄博市 三级甲等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 枣庄市 三级甲等 枣庄市中医医院 

山东 枣庄市 三级甲等 枣庄市立医院 

山东 枣庄市 三级甲等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枣庄市立第二医

院) 

山东 枣庄市 三级甲等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山东 枣庄市 三级甲等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东营市 三级甲等 东营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东营市 三级甲等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 烟台市 三级甲等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山东 烟台市 三级甲等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浮烟山院区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高新院区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市中医院 

山东 潍坊市 三级甲等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济宁市 三级甲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济宁市 三级甲等 济宁市中医院 

山东 济宁市 三级甲等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本部） 

山东 泰安市 三级甲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 泰安市 三级甲等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 泰安市 三级甲等 泰安市中医医院 

山东 泰安市 三级甲等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威海市立医院钦村门诊部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威海市立医院(南院区)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山东省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 威海市 三级甲等 威海市立医院西院 

山东 日照市 三级甲等 莒县中医医院 

山东 日照市 三级甲等 日照市中医医院 

山东 日照市 三级甲等 日照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临沂市中医院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临沂市中心医院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菏泽市中医医院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滨河院区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市 三级甲等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大学院区 

山东 德州市 三级甲等 德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聊城市 三级甲等 聊城市中心医院 

山东 聊城市 三级甲等 聊城市中医医院 

山东 聊城市 三级甲等 聊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 滨州市 三级甲等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滨州市 三级甲等 滨州市中心医院 

山东 滨州市 三级甲等 滨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菏泽市 三级甲等 菏泽市立医院 

山东 菏泽市 三级甲等 单县中心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儿童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市儿童医院（东院区）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市儿童医院（西院区） 



河南 郑州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 开封市 三级甲等 开封市中医院 

河南 开封市 三级甲等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 开封市 三级甲等 开封市中心医院 

河南 开封市 三级甲等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景华院

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东花坛院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北院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康复院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洛阳市中

心医院）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南院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白马寺院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元院

区） 

河南 洛阳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郑州院区 

河南 平顶山市 三级甲等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 

河南 平顶山市 三级甲等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河南 平顶山市 三级甲等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安阳市 三级甲等 安阳地区医院 

河南 安阳市 三级甲等 安阳市人民医院东院区（光明路） 

河南 安阳市 三级甲等 安阳市肿瘤医院 

河南 安阳市 三级甲等 安阳市中医院 

河南 安阳市 三级甲等 安阳市人民医院西院区（解放路） 

河南 鹤壁市 三级甲等 鹤壁市人民医院（南院区） 

河南 鹤壁市 三级甲等 鹤壁市人民医院（山城区） 

河南 鹤壁市 三级甲等 鹤壁市人民医院（总院区） 

河南 新乡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河南 新乡市 三级甲等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 新乡市 三级甲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新乡市 三级甲等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作市中医院（人民院区）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煤中央医院（总院）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作市中医院（新华院区）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作市中医院（解放院区）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河南省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市 三级甲等 焦煤中央医院（门诊部综合大楼） 

河南 濮阳市 三级甲等 濮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 濮阳市 三级甲等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河南 濮阳市 三级甲等 濮阳市中医院 

河南 许昌市 三级甲等 许昌市中医院 

河南 漯河市 三级甲等 漯河市中医院 

河南 漯河市 三级甲等 漯河市中心医院 

河南 三门峡市 三级甲等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 三门峡市 三级甲等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河南 三门峡市 三级甲等 三门峡市中医院 

河南 南阳市 三级甲等 南阳市南石医院 

河南 南阳市 三级甲等 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 南阳市 三级甲等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南阳市 三级甲等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南阳市 三级甲等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商丘市 三级甲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信阳市 三级甲等 信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 周口市 三级甲等 周口市中医院 

河南 周口市 三级甲等 周口市中心医院 

河南 驻马店市 三级甲等 驻马店市中医院 

河南 驻马店市 三级甲等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河南 驻马店市 三级甲等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湖北省中医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

医院（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湖北 武汉市 三级甲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黄石市中心医院（普爱院区）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大冶市人民医院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黄石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黄石市中医院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黄石市 三级甲等 黄石市爱康医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国药东风总医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人民医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中医院医院 

湖北 十堰市 三级甲等 十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 荆州市 三级甲等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荆州市 三级甲等 荆州市中医医院 

湖北 荆州市 三级甲等 荆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 荆州市 三级甲等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宜昌市 三级甲等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市 三级甲等 宜昌市中医医院 

湖北 宜昌市 三级甲等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宜昌市 三级甲等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市 三级甲等 国药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湖北 鄂州市 三级甲等 鄂州市中医医院 

湖北 鄂州市 三级甲等 鄂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 荆门市 三级甲等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 荆门市 三级甲等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荆门市 三级甲等 荆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 孝感市 三级甲等 孝感市社会福利和医疗康复中心 

湖北 孝感市 三级甲等 孝感市中心医院 

湖北 孝感市 三级甲等 孝感市中医医院 

湖北 黄冈市 三级甲等 黄冈市中医医院 

湖北 黄冈市 三级甲等 黄冈市中心医院 

湖北 黄冈市 三级甲等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咸宁市 三级甲等 咸宁市中医医院 

湖北 咸宁市 三级甲等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 随州市 三级甲等 随州市中心医院（文帝院区） 

湖北 随州市 三级甲等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随州市 三级甲等 随州市中心医院（龙门院区） 

湖北 仙桃市 三级甲等 仙桃市中医医院 

湖北 天门市 三级甲等 天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 天门市 三级甲等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中医

部）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西医

部）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医院 

湖北 襄阳市 三级甲等 襄阳市中心医院（北院区） 

湖北 襄阳市 三级甲等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襄阳市 三级甲等 襄阳市中心医院（南院区） 

湖北 襄阳市 三级甲等 襄阳市中医医院 

湖北 襄阳市 三级甲等 襄阳市中心医院（东津院区）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63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长沙市口腔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 长沙市 三级甲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 株洲市 三级甲等 株洲市中心医院 

湖南 株洲市 三级甲等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湖南 湘潭市 三级甲等 湘潭市中心医院 

湖南 湘潭市 三级甲等 湘潭市中医院 

湖南 湘潭市 三级甲等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河西院区） 

湖南 湘潭市 三级甲等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本部） 

湖南 湘潭市 三级甲等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衡阳市中心医院（本部）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69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衡阳市中医医院 

湖南 衡阳市 三级甲等 衡阳市中心医院（华新分院） 

湖南 邵阳市 三级甲等 邵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南 邵阳市 三级甲等 邵阳市中医院 

湖南 邵阳市 三级甲等 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 

湖南 邵阳市 三级甲等 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 邵阳市 三级甲等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 岳阳市 三级甲等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 

湖南 岳阳市 三级甲等 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岳阳市 三级甲等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本部） 

湖南 岳阳市 三级甲等 岳阳市中医医院 

湖南 岳阳市 三级甲等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湖南 常德市 三级甲等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常德市 三级甲等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 张家界市 三级甲等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湖南 益阳市 三级甲等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 益阳市 三级甲等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 郴州市 三级甲等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湖南 郴州市 三级甲等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 郴州市 三级甲等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医院） 

湖南 郴州市 三级甲等 郴州市中医医院 

湖南 郴州市 三级甲等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 

湖南 永州市 三级甲等 永州市中医院 

湖南 永州市 三级甲等 永州市中心医院（零陵院区） 

湖南 永州市 三级甲等 永州市中心医院（冷水滩院区） 

湖南 怀化市 三级甲等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怀化市 三级甲等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 怀化市 三级甲等 怀化市中医院（西院） 

湖南 怀化市 三级甲等 怀化市中医院（东院） 

湖南 娄底市 三级甲等 娄底市中心医院 

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和院

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机场

路）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侨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白云院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天河院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脑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农林院本

部）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院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印院

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省中医院芳村分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越秀院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婴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七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天河门诊部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沿江院

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番禺院区）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中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南部战区空军总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人民医院（合群门诊）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罗冲围门诊部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广东 广州市 三级甲等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人民医院一门诊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中医院一门诊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分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龙城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市 三级甲等 深圳市中医院三门诊 

广东 珠海市 三级甲等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珠海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广东 珠海市 三级甲等 珠海市人民医院 

广东 珠海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 汕头市 三级甲等 汕头市中医院 

广东 汕头市 三级甲等 汕头市中心医院 

广东 汕头市 三级甲等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韶关市 三级甲等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 韶关市 三级甲等 韶关市中医院 

广东 韶关市 三级甲等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市 三级甲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市 三级甲等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广东 佛山市 三级甲等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 佛山市 三级甲等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佛山市 三级甲等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江门市 三级甲等 江门市人民医院 

广东 江门市 三级甲等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广东 江门市 三级甲等 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湛江市第二中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广东 湛江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医院 

广东 茂名市 三级甲等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 茂名市 三级甲等 高州市中医院 

广东 茂名市 三级甲等 茂名市中医院 

广东 茂名市 三级甲等 高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 三级甲等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 三级甲等 肇庆市中医院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本部）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中医医院（东江新城院区）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院区） 

广东 惠州市 三级甲等 惠州市中医医院（菱湖院区） 

广东 梅州市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广东 河源市 三级甲等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 阳江市 三级甲等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 阳江市 三级甲等 阳江市中医院 

广东 清远市 三级甲等 清远市中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广东医学院附属厚街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东华医院（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市中医院（分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市中医院（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市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市 三级甲等 东莞东华医院（旗峰院区） 

广东 中山市 三级甲等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广东 中山市 三级甲等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 中山市 三级甲等 中山市博爱医院 

广东 潮州市 三级甲等 潮州市中心医院 

广东 揭阳市 三级甲等 普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 揭阳市 三级甲等 揭阳市人民医院 

广东 揭阳市 三级甲等 普宁华侨医院 

广东 云浮市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云浮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兰州军区总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市 三级甲等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 天水市 三级甲等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天水市 三级甲等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 张掖市 三级甲等 张掖市人民医院 

甘肃 酒泉市 三级甲等 酒泉市人民医院 

甘肃 庆阳市 三级甲等 庆阳市中医院 

甘肃 陇南市 三级甲等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高新南区）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四川省中医药科

技学院中医研究所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南府分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中医

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成都中医

名医馆.成都市中医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 三级甲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 自贡市 三级甲等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自贡市 三级甲等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汇东医院 



四川 自贡市 三级甲等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自贡市 三级甲等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攀枝花市 三级甲等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四川 攀枝花市 三级甲等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 攀枝花市 三级甲等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攀枝花市 三级甲等 攀枝花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 泸州市 三级甲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健中心院

区） 

四川 泸州市 三级甲等 泸州市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市 三级甲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市 三级甲等 西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 泸州市 三级甲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忠山院区） 

四川 德阳市 三级甲等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 绵阳市 三级甲等 四川绵阳 404医院 

四川 绵阳市 三级甲等 绵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 绵阳市 三级甲等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 绵阳市 三级甲等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广元市 三级甲等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遂宁市 三级甲等 遂宁市中心医院 

四川 内江市 三级甲等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乐山市 三级甲等 乐山市中医院 

四川 南充市 三级甲等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 南充市 三级甲等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 眉山市 三级甲等 眉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 眉山市 三级甲等 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 宜宾市 三级甲等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广安市 三级甲等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 达州市 三级甲等 达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 

四川 达州市 三级甲等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新院区） 

四川 达州市 三级甲等 达州市中心医院（住院部） 

四川 雅安市 三级甲等 雅安市人民医院（城后路院区） 

四川 雅安市 三级甲等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雅安市 三级甲等 雅安市人民医院（姚桥院区） 

四川 雅安市 三级甲等 雅安市人民医院（大兴院区） 

四川 巴中市 三级甲等 巴中市中心医院南池院区 

四川 巴中市 三级甲等 巴中市中心医院南坝院区 

四川 资阳市 三级甲等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区） 

四川 资阳市 三级甲等 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资阳市 三级甲等 简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 资阳市 三级甲等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医院） 

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甘孜州人民医院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中医医院（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航贵阳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市口腔医院（解放路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市口腔医院（兴关路门诊部）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市 三级甲等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妇幼保健

院） 

贵州 遵义市 三级甲等 遵义市中医院（遵义市第三人民医院） 

贵州 遵义市 三级甲等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

医院） 

贵州 遵义市 三级甲等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遵义市 三级甲等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 遵义市 三级甲等 遵义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贵州 安顺市 三级甲等 安顺市人民医院 

贵州 安顺市 三级甲等 中国贵航集团三 0二医院 

贵州 安顺市 三级甲等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贵州 铜仁地区 三级甲等 铜仁市人民医院 

贵州 毕节地区 三级甲等 毕节市中医院 

贵州 毕节地区 三级甲等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三级甲等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黄草院区）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三级甲等 兴义市人民医院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三级甲等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三级甲等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桔山院区）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黔东南州中医医院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黔南州中医院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黔南州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市 三级甲等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市 三级甲等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海南 海口市 三级甲等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 海口市 三级甲等 海口市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儿童医院（前兴院区）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中医医院（呈贡）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中医医院（本部）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华山西路院区）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肿瘤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中医医院（关上）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儿童医院(书林院区)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 

云南 曲靖市 三级甲等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云南 曲靖市 三级甲等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 曲靖市 三级甲等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曲靖市 三级甲等 曲靖市中医医院 

云南 玉溪市 三级甲等 玉溪市中医医院 

云南 玉溪市 三级甲等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 保山市 三级甲等 保山市中医医院 

云南 保山市 三级甲等 保山市人民医院 

云南 昭通市 三级甲等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昭通市 三级甲等 昭通市中医医院 

云南 临沧市 三级甲等 临沧市人民医院（新院） 

云南 临沧市 三级甲等 临沧市人民医院（老院） 

云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文山州中医医院 

云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新区院区）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南路院）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 三级甲等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云南 普洱市 三级甲等 普洱市中医医院 

云南 普洱市 三级甲等 普洱市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青海省藏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 西宁市 三级甲等 青海省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红会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长安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高新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 西安市 三级甲等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铜川市 三级甲等 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 

陕西 铜川市 三级甲等 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陕西 铜川市 三级甲等 铜川市人民医院（南院） 

陕西 宝鸡市 三级甲等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宝鸡市 三级甲等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市 三级甲等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市 三级甲等 宝鸡市中医院 

陕西 咸阳市 三级甲等 咸阳市中心医院 

陕西 咸阳市 三级甲等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市 三级甲等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 咸阳市 三级甲等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 咸阳市 三级甲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 渭南市 三级甲等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 延安市 三级甲等 延安市人民医院 

陕西 延安市 三级甲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 延安市 三级甲等 延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 汉中市 三级甲等 汉中市 3201医院 

陕西 汉中市 三级甲等 汉中市中心医院 

陕西 榆林市 三级甲等 榆林市中医医院 

陕西 榆林市 三级甲等 榆林市第一医院 

陕西 安康市 三级甲等 安康市中心医院（江北院区） 

陕西 安康市 三级甲等 安康市中心医院（总院） 

陕西 安康市 三级甲等 安康市人民医院 

陕西 安康市 三级甲等 安康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三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骨伤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中医学院瑞康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南宁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妇幼保健院(厢竹院区)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江滨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分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妇幼保健院(新阳院区)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 三级甲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仙葫院区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中医院（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城中院区）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中医院（东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柳州市 三级甲等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柳东院区）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市中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弟一八一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桂林市 三级甲等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梧州市 三级甲等 梧州工人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梧州市 三级甲等 梧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梧州市 三级甲等 梧州红十字会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北海市 三级甲等 北海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北海市 三级甲等 北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防城港市 三级甲等 防城港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钦州市 三级甲等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钦州市 三级甲等 钦州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钦州市 三级甲等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钦州市 三级甲等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贵港市 三级甲等 贵港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贵港市 三级甲等 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玉林市 三级甲等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玉林市 三级甲等 玉林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玉林市 三级甲等 玉林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玉林市 三级甲等 玉林骨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百色市 三级甲等 百色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百色市 三级甲等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贺州市 三级甲等 贺州中医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河池市 三级甲等 河池市人民医院 

西藏自

治区 
拉萨市 三级甲等 西藏军区总医院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银川市 三级甲等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银川市 三级甲等 宁夏人民医院总院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银川市 三级甲等 银川市中医医院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市 三级甲等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回医中医医院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乌鲁木齐市 三级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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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甲等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乌鲁木齐市 三级甲等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乌鲁木齐市 三级甲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包钢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包头市肿瘤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三级甲等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乌海市 三级甲等 乌海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市 三级甲等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新城区院本部）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市 三级甲等 宁城县蒙医中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市 三级甲等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市 三级甲等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红山院区）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市 三级甲等 通辽市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三级甲等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三级甲等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三级甲等 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三级甲等 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三级甲等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三级甲等 巴彦淖尔市中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三级甲等 巴彦淖尔市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三级甲等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三级甲等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兴安盟 三级甲等 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服务医疗网络，我们会持续更新和调整，公司有权更新网络，服务网

络范围以公司实际提供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