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医院清单 

一、辽宁地区的指定医院清单如下，但不包括这些医院的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

复病房；同时本公司保留对指定医院变更的权利，今后若有变更，本公司将

及时通知投保人。 

地区 医疗服务机构名称 

沈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奉天中医院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沈阳市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铁法煤业（集团）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医院 沈阳维康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电力中心医院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沈阳市德济医院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阳军区北方医院 

沈阳市中医院 沈阳二四五医院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辽宁省肿瘤医院 沈阳市口腔医院 

沈阳市传染病院 沈阳急救中心 

沈阳市骨科医院 沈阳二○一医院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一五七医院 

沈阳市胸科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妇婴医院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沈阳煤业集团总医院 

沈阳市妇婴医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省总队医

院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 沈阳七三九医院 

沈阳市肛肠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慢性病院 

辽宁省人民医院 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心医院 

沈阳二四二医院 沈阳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辽宁省金秋医院 
辽宁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第二名称：

辽宁省友谊医院）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新民市人民医院 

沈阳市安宁医院 法库县中心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康平县人民医院 

鞍山市汤岗子（理疗）医院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有限公司） 沈阳市辽中区人民医院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沈阳中大骨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沈阳七三九医院 

盘锦市 

盘锦市中心医院 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医院 

辽河油田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妇幼保健站 

盘锦市妇婴医院 盘锦市妇幼保健站 

盘锦市中医院 盘锦市劳动改造管教总队医院 

大洼县第一人民医院 盘锦市辽河化工集团职工医院 

辽河油田妇幼医院 盘锦市双台子区妇幼保健站 

盘锦市天然气化工厂职工医院 盘锦市传染病医院 

盘锦市康复医院 盘锦市新工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医院 盘锦市结核病防治所 

锦州市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锦州凌河区医院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锦州长城医院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锦州市传染病医院 

锦州市中心医院 黑山县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5医院 凌海市人民医院 

锦州市二医院 锦州市安达医院 

锦州亚东眼科医院 锦州市太和区医院 

锦州市妇婴医院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医院 

锦州市北湖医院 锦州市中心医院 

锦州爱心医院 北宁市中医院 

锦州石化医院 凌海市公费医院 

锦州市康宁医院 北宁市人民医院 

锦州市凌河区中医院 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锦州古塔区中医院 义县人民医院 

锦州市中医院 凌海市中医院 

抚顺市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抚顺市眼病医院 

抚顺市中医院 顺城区人民医院 

抚顺市中心医院 特殊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抚顺市第二医院 顺城区中医院 

抚顺市第三医院 抚顺市妇幼保健院 

抚顺市第四医院 李石开发区医院 

抚顺市传染病医院 抚顺县人民医院 

抚顺市社保总公司医院 新宾县第二人民医院 

抚顺市第五医院 清原县人民医院 

新抚区人民医院   

朝阳市 朝阳市中心医院 朝阳市第二医院 



朝阳市康宁医院 朝阳市第四医院 

朝阳市中医院 北票市中心医院 

北票市中医院 凌源市中心医院 

凌源市中医院 凌源监狱管理分局中心医院 

凌源钢城中心医院 朝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建平县医院 喀左县第一人民医院 

阜新市 

阜新市康馨医院 阜新市中心医院 

阜新市妇产医院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阜新市第五人民医院 阜新市新邱区第二人民医院 

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 阜新市新邱区医院 

阜新市第三人民医院 阜新矿业集团太平医院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海州矿集体医院 

阜新市机械冶金局职工医院 阜新市太平区医院 

阜新市化工职工医院 阜新市矿务局精神病医院 

阜新市轻工局职工医院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清河门医院 

阜新市机械局职工医院 阜新市建工医院 

阜新市地方职工医院 阜新市公安医院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平安医院 阜新市细河区水泉医院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医院 阜新市细河区医院 

阜新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 彰武县人民医院 

阜新矿务局结核病医院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医医院 

阜新市中医院 阜新县人民医院 

营口市 

营口市中心医院 大石桥市中心医院 

营口市中医院 大石桥市妇产医院 

营口市妇幼保健院 盖州市中心医院 

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盖州市盖州医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医院 盖州市中医院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医院 铁岭市妇婴医院 

铁岭市 

铁岭市中心医院 开原市中心医院 

铁煤集团总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医院 

铁岭市中医院 西丰县医院 

昌图县中心医院 调兵人民医院 

本溪市 

本溪市钢铁集团总医院 本溪市中心医院 

本溪市中医院（专科） 本溪市金山医院 

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溪市慈善医院暨本溪市红十字会医

院 

本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本溪市铁路医院 

本溪市康宁医院 本溪市传染病医院 

本溪市第九人民医院 桓仁满族自治县人名医院 

桓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本溪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丹东市 丹东市第一医院 丹东市公安医院 



丹东市中心医院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丹东市人民医院 东港市中心医院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凤城市中心医院 

丹东市中医院 宽甸县中心医院 

鞍山市 

鞍钢长甸医院 鞍山市商业医院 

鞍钢公司立山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妇幼保健院 

鞍钢曙光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骨伤医院 

鞍钢铁西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湖南医院 

鞍山红旗拖拉机制造厂职工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医院 

鞍山市北方男科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中医院 

鞍山市传染病医院 鞍山市铁西区人民医院 

鞍山市第二医院 鞍山市血栓病专科医院 

鞍山市第三医院 鞍山市职业病防治医院 

鞍山市第四医院鞍山市肿瘤医院 海城市八里骨科医院 

鞍山市妇幼保健所 海城市第二医院 

鞍山市公安医院 海城市妇幼保健院 

鞍山市化纤毛纺厂职工医院 海城市正骨医院 

鞍山市旧堡区宁远屯医院 海城市中心医院 

鞍山市旧堡区唐家房医院 海城市中医院 

鞍山市旧堡区医院 台安县恩良医院 

鞍山市康宁医院 岫岩满族自治县中心人民医院 

鞍山市康瑞皮肤病医院 鞍山市中医院 

鞍山市老年病防治康复医院 鞍山市中心医院 

鞍山市立山区医院 鞍山市博爱眼科医院 

鞍山市粮食局职工医院 鞍山市妇儿医院 

鞍山市千山区医院 鞍钢总医院 

鞍山市千山医院   

辽阳市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阳市五院 

201医院 辽阳传染病医院 

辽阳市中医院 十九局医院 

辽阳市三院 辽阳糖尿病专科医院 

辽阳市二院 辽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职工医院 灯塔市中心医院 

辽阳市四院 辽阳县中心医院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一部 葫芦岛兴城市医院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二部 葫芦岛兴城市中医院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三部 葫芦岛绥中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三医院 葫芦岛建昌县医院 

葫芦岛市连山区医院 葫芦岛市龙港区医院 

 

二、非辽宁地区的本公司指定医院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护理；  



3、有合法职称的专业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4、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二级或以上医院，但不包括观察室、家

庭病床、联合病房、临时病房和康复病房； 

5、非主要作为康复医院、诊所、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