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选择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产品，您的保险计划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和万欣和（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提供服务。我们承诺将用丰富的国际

寿险知识和雄厚的信用实力，以专业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为您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和保障，全力协助您实现家庭财务保障、创造财务未来！  

除您购买的保险产品外，我们还特别为您定制了多项健康增值服务。本手册将向您

详细介绍各项健康增值服务的内容和使用指南，希望能够帮助您快速掌握相关服务的申

请流程。 

再次感谢您对同方全球人寿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全国同方全球人寿

客户一起，体验我们的卓越服务！ 

 

此致 

安康！ 

 

Aegon THTF & MSH CHINA 

同方全球人寿 & 万欣和 

 

 

 

 

 

 

此手册旨在指导您更好地使用保险计划。 

如发现服务手册与保险条款以及保单存在争议，请以保险条款和保单为准。 

 

 



（一）健康关爱服务概览   

    

服务项目 

同方全球「康爱一生」终身防癌疾病保险 

同方全球「康健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同方全球「康健一生」（多倍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同方全球「同佑 e生」 

重大疾病保险 

*累计基本保险金额 30万元以下 累计基本保险金额 30万元及以上 首个保单周年内 

健康资讯    

医生线上会诊    

电话咨询医生    

专家门诊特需号及普通号

预约（3次/年） 
   

陪诊 （3次/年）    

国内专家二次诊断报告 

（仅限 1次） 
   

住院安排（1次/年）    

* 上表中“累计基本保险金额”指被保险人享有的所有有效的适用保险产品的基本保险金额累计 

值。您可致电同方全球人寿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105768 查询累计基本保险金额。 

 

温馨提示: 

1. 自您的保险合同犹豫期届满后，上述健康关爱服务即生效。 

2. 上述健康关爱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 对于适用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上述健康关爱服务中的“专家门诊特需号及普

通号预约”、“陪诊 ”、“国内专家二次诊断报告”和“住院安排”仅限与保险责

任范围内的疾病相关。 

4.  “陪诊”需与“专家门诊特需号及普通号预约”绑定使用。 

5. 上述健康关爱服务是同方全球人寿为购买适用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本人免费提

供在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附加服务，此附加服务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6. 上述健康关爱服务是免费服务，该服务为您提供的任何信息仅供您参考，本公

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7. 上述健康关爱服务不可作为急救或救援使用。 

8. 同方全球人寿将定期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并根据结果进行

机构的调整。 

9. 同方全球人寿有权终止上述健康关爱服务。 

10.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可致电同方全球人寿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105768 进行咨

询。 

 

 

（二）健康关爱服务介绍      

 

（1） 健康资讯   

【服务内容】我们每日更新健康资讯，目前开设中医养生、女性呵护、儿童健康、

齿科眼科、健康科普等栏目，专业医学编辑团队每日精选健康知识，让您不再为网络上

充斥的各种健康养生知识所纠结和疑惑。 



【服务流程】 

1. 下载并安装同方全球人寿“全球 e家”官方 APP。 

2. 进入“健康关爱服务--健康资讯”了解相关信息。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学诊断或处方。 

 

（2） 医生线上会诊   

【服务内容】我们设立在线咨询中心，为您提供最专业的免费分诊、导诊服务，您

提问后，十分钟左右专科医生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少见的、特殊的疾病适当延长时间。

(服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专科医生第二个工作

日及时回复) 

【服务流程】 

1. 下载安装并注册同方全球人寿“全球 e家”官方 APP。 

2. 进入“健康关爱服务--医生线上会诊”提交咨询问题。 

3. 十分钟左右专科医生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少见的、特殊的疾病适当延长时间。(服

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专科医生第二个

工作日及时回复)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医生线上会诊提供的咨询建议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学诊断或处方。 

 

（3） 电话咨询医生   

【服务内容】我们将为您解答各种健康困惑，并提供生活方式改善建议、疾病预防

常识等健康知识，不限次数、不限疾病。 

【服务流程】 

1. 请拨打服务专线 400-670-7216。(服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

它时间客户留言，专科医生将在第二个工作日及时回复) 

2. 客服人员和您确认基本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您的姓名、身份证、保单号、

手机号，并初步了解您咨询的问题。 

3. 客服人员为您选择适合的医生，并在一个小时之内转接通话。少见的、特殊的

疾病适当延长时间。 

4. 医生就您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 

5. 若遇坐席全部繁忙或相应医生不方便接听时，客服人员将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预

约您方便的时间接通相关医生的电话。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电话咨询医生提供的咨询建议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学诊断或处方。 

 

（4） 专家门诊特需号及普通号预约 

【服务内容】当您因恶性肿瘤/重大疾病（疑似或确诊）造成身体不适或需就医时，

我们将判断您目前的健康状况并提出就医建议，根据您的选择，为您协调安排在《合作

医疗机构列表》范围内的专家特需门诊、普通门诊的预约服务，避免重复就医及延误诊

断。 



【服务流程】 

1. 请提前 3个工作日拨打服务专线 400-670-7216。(服务时间 8：30——20：30，

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客服人员将在第二个工作日及时回复) 

2. 您向客服人员提供并确认相关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您的姓名、身份证、

保单号、手机号、病例资料、目前状况等信息，提供需预约的医院信息、专家

信息等可以协助尽快达成预约的信息。 

3.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客服人员将在 2个工作日内通知您预约结果。 

4. 预约成功后，以短信形式将预约信息发送至您的手机，便于及时就诊、排队、

拿号。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万欣和及同方全球人寿免责。 

3. 若由于指定就诊专家停诊、出差、出国等特殊情况导致服务不能按时提供，万

欣和及同方全球人寿免责。 

4. 若您指定专家，则门诊类型将由万欣和视实际情况安排。 

5. 该服务不适用于产科、急诊科及医技科室，如超声诊断科，影像科等。 

 

（5） 陪诊 

【服务内容】当您因恶性肿瘤/重大疾病（疑似或确诊）需前往医院就医时，我们

将全程陪同您完成整个就医过程，协助您与专家沟通（描述病史、向医生咨询）及办理

挂号、化验、划价、交费、取药等相关事宜。 

【服务流程】 

1. 请提前 3 个工作日拨打服务专线 400-670-7216 进行预约。（服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客服人员将在第二个工作日及

时回复） 

2. 您向客服人员提供并确认相关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您的姓名、身份证、

保单号、手机号、病例资料、目前状况等信息，提供需就诊的医院信息，并了

解您的需求，受理服务。 

3.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客服人员将在 3个工作日内通知您预约结果。 

4. 就诊前 1日，陪诊专员给您致电，确认陪诊当日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5. 就诊当日，陪诊专员将在约定地点等候您，并提供全程陪诊服务。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该服务需与“专家门诊特需号及普通号预约”绑定使用。 

 

（6） 住院安排 

【服务内容】若您因恶性肿瘤/重大疾病（疑似或确诊）需住院治疗，我们将根据

您的选择，为您协调安排在《合作医疗机构列表》范围内的医疗机构进行住院治疗。 

【服务流程】 

1. 请提前 5 个工作日拨打服务专线 400-670-7216 进行预约。（服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客服人员将在第二个工作日及

时回复） 

2. 您向客服人员提供并确认相关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您的姓名、身份证、

保单号、手机号、病例资料、目前状况等信息，提供需预约的医院信息，已经



拿到住院单的提供住院单，未拿到住院单，需要先安排门诊就医服务。 

3. 等待客服人员或医院通知，住院协调一般不超过一周（由于病人本身原因不能

协调住院的除外），如因特殊疾病如妇科手术等需要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择机收

治住院的，不受以上时间约束，由客服人员与您电话沟通，以实际情况为准。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若您由于患有传染性疾病而致附录中所列医疗机构不能收治入院，万欣和及同

方全球人寿免责。 

3. 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万欣和及同方全球人寿免责。 

4. 若就诊医院主诊医生判断您无入院指征，则不再安排该服务，但会给您致电，

告知结果。 

5. 该服务不可指定专家。 

6. 若您所要求的医院床位紧张，则可为您调剂至同级别三甲医院。 

7. 您入院后与医院产生的医疗问题或纠纷，万欣和及同方全球人寿不再予以协调

并免责。 

8. 该服务不适用于产科、急诊科等。 

 

（7） 国内专家二次诊断报告 

【服务内容】若您被诊断为患有或疑似患有恶性肿瘤/重大疾病，我们将协助您预

约更好的医疗机构或者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副主任级以上专家会诊，出具二次诊断报告。 

【服务流程】 

1. 请提前 5 个工作日拨打服务专线 400-670-7216 进行预约。（服务时间

8:30-20:30，节假日除外，其它时间客户留言，客服人员将在第二个工作日及

时回复） 

2. 您向客服人员提供并确认相关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您的姓名、身份证、

保单号、手机号、病例资料、目前状况等信息，提供既往病例及相关诊断结果

等协助会诊的所有资料。 

3. 邀请专家进行第二次诊断，诊断咨询后 3个工作日内出具诊断咨询报告。 

【温馨提示】 

1. 本项服务由同方全球人寿联合万欣和共同提供。 

2. 国内专家二次诊断报告仅供参考，万欣和及同方全球人寿对诊断结果免责。 

 

 

 

 

 

 

 

 

 

 

 

 



附录：《合作医疗机构列表》 

地区 城市 机构名称 

上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市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市中医药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保德路院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武夷路院区 

闵行妇幼保健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 

上海市闵行中心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市青浦区中医医院 



上海第八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市协和医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中医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市妇幼保健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2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武警总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电力医院 

北京工人疗养院（北京康复中心、北京市西山医院）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原 721 医院） 

解放军二六一医院 



煤炭总医院 

民航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门诊部） 

武警北京总队第三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小汤山医院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 

北京丰台医院 

北京丰台医院南院 

北京怀柔医院 

北京军区空军机关医院（北京光明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妇儿医院（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北京市第二医院 

北京市第六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妇幼保健院（原崇文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肛肠医院（二龙路医院）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回民医院 

北京市健宫医院 

北京市隆福医院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北京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密云县医院 

北京市密云县中医医院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普仁医院 

北京市仁和医院 

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北京市延庆县医院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首都机场医院 

北京水利医院 

航空总医院 

解放军第二六三医院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中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大口腔医院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沈阳市胸科医院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武警辽宁总队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大连市友谊医院（大连市红十字医院）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大连中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省人民医院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0 八医院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 

吉林市中心医院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吉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解放军 222 医院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解放军第四六五医院）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原吉林铁路中心医院）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解放军第四六五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天津市天和医院 

天津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第四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中医二附属医院 

天津环湖医院 

天津医院 

天津市解放军 464 医院 

山东 

青岛 

青医附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纺织医院） 

401 医院（青岛 401 医院，解放军 401 医院）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青岛市肿瘤医院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 

齐鲁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山西人民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山西省肿瘤研究所、山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山西省职业病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中医院）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太原市中医医院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太原市人民医院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 

太原市第七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军区总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中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解放军 81 医院 

南京同仁医院 

明基医院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市六合人民医院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南京武警总队医院 

江宁区中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南京市大厂医院 

南京市浦口医院 

溧水区中医院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大附二院又名核工业总医院、中法友好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中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苏州解放军 100 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苏州九龙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理想眼科医院 

苏州市广济医院 

无锡 

无锡市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市中医医院 

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南通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妇幼保健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 102 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常州市德安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镇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 

杭州 

浙二医院 

浙一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红会医院 

浙江省妇保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 128 医院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杭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军 113 医院 

宁波中医院 

宁波市第六医院 

http://www.haodf.com/hospital/DE4rO-XCoLU0xaWHcTieBvzKOb.htm
http://www.haodf.com/hospital/DE4rO-XCoLU0KUXMVWVmvC3uh7.htm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宁波市眼科医院 

嘉兴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第二医院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嘉兴中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四附院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中医院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西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江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第五医院 

南昌三三四医院 

陕西 西安 

西京医院 

西安交大附属二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中医院 

西安市东郊第一职工医院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西安市第六医院 

西安市第二医院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医院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西安市第二医院 

西安市灞桥区中医医院 

西安航天总医院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甘肃省人民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中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石家庄市中医院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石家庄 260 医院  

河北省口腔医院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石家庄市第六医院  

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石家庄市藁城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一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山二院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州军区总医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南医三院 

广州空军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南方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山三院 

广医一院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深圳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北大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山医院 

福田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协和 

武汉同济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中医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 

武汉市中医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武汉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武汉市第六医院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武汉市普仁医院 

武汉长航医院 

湖南 长沙 

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武警湖南总队医院 

四川 成都 

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中医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 452 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市中医院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西南医院 

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武警总队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重庆三峡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大坪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西南医院 

新桥医院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庆市精神病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市中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附院） 

合肥市友好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区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九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医科大肿瘤医院 

广西工人医院 

广西骨伤医院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九人民医院  

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 

南宁市邕宁区中医院 

南宁市妇女儿童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大医院 

昆华医院 

昆医附二院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延安医院 

云南省中医医院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昆明市中医院 

福建 

泉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泉州市第一医院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泉州 180 医院 

泉州正骨医院 

泉州市中医院 

泉州第三医院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中医院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第二医院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第三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 

厦门市仙岳医院 

厦门思明医院 

厦门口腔医院 

厦门市海沧医院 

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本列表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更新。 

上述健康关爱服务的最终解释权归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所有。 

 

 

 

同方全球人寿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105768 

（人工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30） 

www.aegonthtf.com 

http://www.aegontht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