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长期个人癌症医疗保险（费率可调） 

健康增值服务 

保单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且至等待期结束之日后，经医院确诊初

次发生主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平安健康险为被保险人提供以下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由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服务商提供，服务内

容、服务机构定期更新，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服务机构或具体服务内容。 

被保险人需通过 95511-7提出具体服务需求，平安健康险指定的健康管

理专员将在约定的相应时效内主动和客户确认需求，提供服务。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响应时效 
次数 

（保单有效期内） 

专业导诊 

导诊服务，被保险人通过 95511-7提出需求，

保险公司指定的健康管理专员将会主动和客户

确认需求，并提供相应的导诊意见，包含但不

限于：医院推荐、科室推荐、医生推荐等。 

工作时间期间，1个

工作日内完成安

排。（9:00-

17:00） 

1次 

专家门诊预约 
提供三甲医院专家门诊挂号绿色通道服务，被

保险人可指定医院和科室，不指定专家。 

1个工作日内二次确

认客户需求，5个工

作日内完成安排 

1次 

快速住院 
安排客户入住指定专家（一般为提供门诊服务

的专家）所在病区病房。 

10个工作日内安排

服务 
1次 

专家手术 
在客户开具住院证后，安排客户指定专家（一

般为提供门诊服务的专家）进行手术。 

10个工作日内安排

服务 
1次 

医后随访服务 

客户出院后，就诊专家复诊安排，复诊时需由

个案管理师陪同，陪同的个案管理师为客户门

诊时的个案管理师最佳。 

出院后，由医生外

呼进行服务 
5次 

陪诊服务 

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陪诊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协助办理就诊卡，诊前提醒，排队取号，

就诊陪同，缴费取药，陪同检查，诊后提醒。

陪诊服务要求完成客户当天就诊的全流程服

务。 

5个工作日 1次 

远程问诊 

为客户提供线上互联网问诊服务，依托互联网

医院牌照，提供电子处方。但远程问诊仅适用

于复诊，首诊不适用。 

1个工作日 1次 

专家复诊 
为客户提供三甲医院专家二次复诊服务，可指

定医院和科室。 
5个工作日 1次 



 

服务流程： 

 
 

 

 

  



医疗网络： 

北京 

八一儿童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公安医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华康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七医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医院 

解放军第 307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亦庄分院 

北京医院协会右安门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驻京部队医院 

北京房山区中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爱耳英智眼科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民众眼科医院 

北京解放军 309医院 

北京长青肛肠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海军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北方肿瘤医院 

北京整形美容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北京八大处整形美容外科医院 

北京联科中医肾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阜外医院 

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家圆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五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西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 

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上海 
上海曙光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解放军上海第一直属增高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徐汇院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张...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东方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 

上海市劳动局中心医院 

上海肿瘤生物治疗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岳阳医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口腔科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5医院分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5医院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口腔中心 

上海口腔康复网 

上海华山东方乳房专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分院 

上海 85医院 

上海解放军 455医院 

上海八五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市中医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华东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广东 

东莞市中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七医院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皮肤病研治中心 

广州军体医院 

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珠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1医院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东祈福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分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妇婴医院 

广州市中医院 

广州市脑科医院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州市脑科医院荔湾门诊部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空军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军区总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军区机关门诊部哮喘气管炎治... 

广州军区机关医院哮喘气管炎诊疗... 

广州第 458医院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州机关医院妇科 

广州军区机关医院肝病中心 

广州四五八皮肤病医院 

广州武警医院|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惠州市中医院 

惠州市中医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汕头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中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龙城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珠海原广州军区司令部现代医院 

珠海陆达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珠海市人民医院 

茂名市中医院 

茂名市人民医院 

浙江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波海曙康肤皮肤病专科门诊部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市中医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宁波市康宁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富阳区中医骨伤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杭州西溪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7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瑞安市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州市人民医院 

温州中医院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舟山医院 

浙江省舟山市人民医院 

金华市中医院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金华中医院 

江苏 

南京 414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四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军区机关医院 

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南京中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江苏省口腔医院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院 

南通中医院 

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大学院附属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宿迁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7医院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徐州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武警医院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中医院 

武警江苏总队医院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Ｏ一医院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市中医院 

盐城第一人民医院 



盐城城南医院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盐城市中医院 

苏州市中医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0医院（苏...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市中医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湖北 

十堰市中医院 

十堰人民医院 

十堰市人民医院 

东风公司总医院 

十堰市太和医院 

十堰太和医院 

孝感市中心医院 

武汉医疗救治中心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 

梨园医院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武汉新世纪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新华医院民航分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7医院 

武汉市儿童医院 

武汉 161医院 

武汉大学中山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武汉市中医医院 

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湖北省新华医院中山分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新华医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口腔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武汉老年病医院 

湖北六七二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第四医院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中西医院结合医院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武钢总医院 

鄂州市中医院 

鄂州市中心医院 

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新疆兵团肿瘤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新疆兵团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4医院 

乌鲁木齐南湖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七道湾...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创伤外科医院 

乌鲁木齐新光明医院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 

四川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成都三六三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四川（西藏）华西普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空军成都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 

四川消防医院胃肠诊疗中心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武警四川省消防总队医院 

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平湖分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儿童分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永川市中医院 

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第十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 324医院 

重庆新桥医院 

重庆市肿瘤医院 

新桥医院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大坪医院 

重庆大坪医院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4医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泰达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 

天津市长征医院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市人民医院滨江分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武警天津部队医院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市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54医院泌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54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天津市中医院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儿童医院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天津海河医院 

天津市天津医院 

天津市肺科医院 

天津市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环湖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人民医院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长征医院 

湖南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衡阳 169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169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衡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药物依赖治疗中心湖南省精... 

长沙楚雅医院多动症诊疗中心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中医院 

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生殖保健医院 

湖南省军区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老年医院 

长沙市第七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湖南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安徽省儿童医院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安徽中...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合肥市滨湖医院 

安徽中医药附属医院 

合肥益康胃肠中医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五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5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安徽皮肤病医... 

安庆市立医院 

芜湖市中医医院 

芜湖市第三人民医院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阜阳市人民医院 

阜阳市中医院 

福建 

南平市第一医院 

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医院 

厦门眼科中心 

厦门市中医院 

厦门市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仙岳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湖里分院 

翔安医院(在建) 



泉州 180医院体检中心 

解放军第 180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泉州市第一医院 

泉州新视力眼科医院 

福州市第四医院 

福州肺科医院 

福州市第二医院 

福州市第二医院二部 

福州眼科医院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6医院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州妇幼保健院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中医学院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福州传染病医院 

河北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省职工医学院附属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涿州市结核病医院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唐山市中医院 

唐山市第六医院 

河北医科大附属唐山工人医院 

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 

开滦医院 

唐山市人民医院 

迁安市中医院 

廊坊市妇幼保健中心 

廊坊市中医院 

廊坊市人民医院 



中国石油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承德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市中心医院 

邢台市人民医院 

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工程学院附属医院 

邯郸荣耀心血管病医院 

邯郸市第一医院 

峰峰矿务局第一医院 

峰峰矿务局总医院 

邯郸市第 285医院 

邯郸市中医院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南 

信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 

安阳市中医院 

安阳市人民医院 

安阳市肿瘤医院 

安阳地区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五医院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开封光大医院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新乡医学院一附院 

河南省结核病医院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新乡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50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洛阳第五人民医院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Ｏ中心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中心医院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作市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零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 

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男科医院 

郑州希褔中医肿瘤医院 

郑州 153解放军医院东区 

郑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中原油田总医院 

河南弘大心血管病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郑州解放军 153医院 

郑州 153东区妇产科 

河南弘大心血管医院 

郑州协和医院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市红十字医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新郑博爱医院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肿瘤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技术医院 

郑州市儿童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军区医院 

郑州同济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吉林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中国...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二医院 

吉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吉林省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院 

延边大学附属延边医院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长春市妇产科医院 

长春市中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长春市中心医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长春市第三医院 

长春骨伤医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中医院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分院 

吉林大学医院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三部 

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8医院伽玛...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云南 

昆明市中医院 

云南中医胃肠病医院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云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昆明昆陆医院 

云南省交通中心医院 

昆明市延安医院 

光明中西医医院 

昆明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昆明锦康皮肤病医院 



昆明医学院附属延安医院 

昆明延安医院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昆明皮肤病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甘肃省中医院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 

兰州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大肠肛门病医院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甘肃省人民医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广西 

北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中医学院瑞康医院 

广西民族医院 

广西江滨医院 

广西南宁第二医院生殖医疗中心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骨伤医院 

广西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南宁 303医院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医院、广西医...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柳州市人民医院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柳州市中医院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 



柳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柳州市工人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1医院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桂林市红十字会博爱医院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医院 

南溪山医院 

桂林市中医院 

桂林市人民医院 

梧州市工人医院 

桂东人民医院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梧州市中医院 

贵州 

贵州开磷总医院 

贵州省红十字会医院 

贵阳中医康复医院 

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市口腔医院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阳解放军第 44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遵义医院 

海南 

三亚市解放军四二五医院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海南 187男科医院 

海南 187口腔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海南省中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东湖院区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南昌市第一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胸科医院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西仁济医院南昌三三四医院 

新余市人民医院 

萍乡市人民医院 

赣州市人民医院 

辽宁 

大连市中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大连市中医医院 

大连市友谊医院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大连铁路医院 

大连市妇产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 210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Ｏ二医院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 

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沈阳市中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3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七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 

辽宁省人民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红十字会医院 

辽阳省金秋医院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 

沈阳市故宫耳鼻喉医院 

沈阳市妇婴医院 

辽宁省金秋医院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辽宁省中医院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市妇儿医疗保健中心 

沈阳市儿童医院 

沈阳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二四二医院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二部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

区 

银川欧亚男键医院 

银川军大皮肤病医院 

宁夏泌尿专科医院 

银川市中医院 

宁夏西京妇产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院 

银川博爱医院（民营） 

银川市铁路医院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永宁县人民医院 

灵武市东方医院 

灵武市中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灵武中心医院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银川铁路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福利院 

国营暖泉农场职工医院 

贺兰县中医院 

宁夏新协和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福利院（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中国石化宁夏化工厂职工医院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德州市结核病防治所 

德州市人民医院 

泰安市中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省胸科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手足外科医院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红十字会介入医院 

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 

山东红十字会介入泌尿医院 

枣庄市立医院 

广元市中医院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南市中医院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济南明水眼科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济宁市妇女儿童医院 

济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淄博市中医院 

解放军第 148中心医院 

淄博市中心医院 

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市人民医院 

潍坊市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Ｏ七中心医院 

聊城市肿瘤医院 

聊城市中医院 

聊城市人民医院 

青岛安康皮肤病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青岛市肿瘤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 

青岛市市立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肝病治疗中心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解放军 401医院 

山东省青岛疗养院山东康复中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青岛市人民医院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岛市皮肤病防治院 

解放军四零一医院 

胶州市兴华医院 

山西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二医院 

太原纺织医院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人民医院 

太原市纺织职工医院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博爱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太原市传染病医院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太钢总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第三人民医院肿瘤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山西省眼科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中西医结合医院 

陕西 

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军第三医院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宝鸡市中心医院 

宝鸡市中医院 

延安市中医院 

延安市中医院 

延安市人民医院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西安市中医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西安三桥武警医院 

西安肿瘤医院 

西安长安医院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西安武警骨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三医院 

西安市第一医院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西安市中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中医医院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生殖保健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西安市铁路中心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黑龙江 

黑龙江省青年医学会附属医院 

哈尔滨武警黄金医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黑龙江省康复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骨伤医院 

哈尔滨骨伤科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医院 

黑龙江省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哈尔滨市心理卫生中心 

哈尔滨市第三医院 

哈尔滨第二四二医院 

哈尔滨市普宁医院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妇幼保健院 

哈尔滨儿童医院 

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 

黑龙江省中医院 

黑龙江省林业总医院黑龙江省红十...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齐齐哈尔解放军 203医院 

齐齐哈尔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齐齐哈尔中医院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中心医院 

齐齐哈尔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