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医院清单 

一、安徽地区的定点就诊医院，主要依据是医院等级为公立二级以上，具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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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肥市第五人民医院  

包河区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合肥滨湖医院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合肥市第六人民医院 

庐阳区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武警总队医院 

蜀山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安徽省肿瘤医院 安徽省胸科医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解放军 105医院  

政务区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巢湖市 
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巢湖市中医院 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 

巢湖市巢城中心医院 合肥市骨科医院  

肥东县 肥东县人民医院 肥东县中医院  

肥西县 肥西县人民医院 肥西县中医院  

长丰县 长丰县人民医院 长丰县中医院  

庐江县 庐江县人民医院 庐江县中医院  

安庆市 

安庆市 

海军 116医院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庆市第八人民医院 

安庆市立医院 安庆市宜城医院 安庆市中医院 

枞阳县 枞阳县人民医院 枞阳县中医院  

怀宁县 怀宁县人民医院 怀宁县中医院  

潜山县 潜山县人民医院 潜山县中医院  

太湖县 太湖县人民医院 太湖县中医院  

望江县 望江县人民医院 望江县中医头针医院  

宿松县 宿松县人民医院 宿松县中医院  

岳西县 岳西县人民医院 岳西县中医院  

桐城市 桐城市人民医院 桐城市中医院  

蚌埠市 

蚌埠市区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 蚌埠市中医医院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解放军一二三医院  

固镇县 固镇县人民医院 固镇县中医院  

怀远县 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 怀远县人民医院 怀远县中医院 

五河县 五河县人民医院   

亳州市 

亳州市区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 亳州市人民医院 亳州市药都医院 

利辛县 利辛县人民医院 利辛县中医院  



蒙城县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蒙城县第三人民医院 

涡阳县 
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

中心） 
涡阳县中医院  

池州市 

池州市区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池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池州市中医院 

东至县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医院 东至县中医院  

青阳县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青阳县中医院  

石台县 安徽省石台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石台县中医院  

滁州市 

滁州市区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第三人民医院) 

天长市 天长市人民医院 天长市中医院  

来安县 来安县家宁医院 来安县人民医院 来安县中医院 

凤阳县 凤阳县人民医院 凤阳县中医院  

明光市 明光市人民医院 明光市中医院  

全椒县 全椒县人民医院 全椒县中医院  

定远县 
定远县人民医院(定远

县总医院) 
  

阜阳市 

阜阳市 
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阜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阜阳创伤医院 阜阳市肿瘤医院 

阜南县 阜南县人民医院   

界首市 界首市人民医院   

临泉县 临泉县人民医院 临泉县中医院  

颍上县 颍上县人民医院   

太和县 太和红十字医院 太和县人民医院  

淮北市 

淮北市区 

 

淮北矿业集团矿工总院

杨庄分院 
淮北市矿工总医院 淮北市人民医院 

濉溪县 濉溪县县医院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百

善矿医院 
 

淮南市 

田家庵区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南市妇幼保健院 淮南市第三矿工医院 

淮南市朝阳医院   

谢家集区 淮南市第二矿工医院   

八公山区 东方集团新庄孜矿医院 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潘集区 淮南市第四矿工医院   

大通区 淮南市第一矿工医院   

凤台县 凤台县人民医院 凤台县中医院  

黄山市 

黄山市 黄山市黄山区人民医院 黄山市人民医院 黄山市首康医院 



黄山市中医院 黄山区中医医院  

祁门县 祁门县人民医院 祁门县中医院  

歙县 歙县人民医院 歙县中医院  

休宁县 休宁县人民医院 休宁县中医院  

六安市 

六安市 
六安市人民医院 六安市立医院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六安市中医院  

霍邱县 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 霍邱县第二人民医院 霍邱县中医院 

霍山县 霍山县人民医院 霍山县中医院  

金寨县 金寨县人民医院 金寨县中医院  

舒城县 舒城县人民医院 舒城县中医院  

寿县 寿县人民医院 寿县中医院  

叶集实验

区 
叶集试验区四方医院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

区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马鞍山市十七冶医院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马钢医院） 

马鞍山市中医院   

当涂县 
马鞍山市当涂县人民医

院 
解放军八六医院  

含山县 含山县人民医院   

和县 和县第二人民医院   

铜陵市 

铜陵市区 

安徽省红十字会铜陵医

院 

安徽省铜陵市妇幼保健

院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

院 

安徽省铜陵市中医院 铜陵市博爱医院 铜陵市第二人民医院 

铜陵市公安医院   

铜陵县 安徽省铜陵县人民医院   

芜湖市 

芜湖市区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芜湖市第三人民医院

（芜湖市传染病院）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芜湖市妇幼保健院 芜湖市中医院 

中铁上海局芜湖医院

（中铁四局集团卜家店

医院） 

  

芜湖县 芜湖县人民医院 芜湖县中医院  

繁昌县 繁昌县人民医院 繁昌县中医医院  

南陵县 南陵县人民医院 南陵县中医医院  

无为县 无为县人民医院 无为县中医医院  

宿州市 



宿州市区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宿州市市立医院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宿州市中医院   

砀山县 宿州市砀山县人民医院 宿州市砀山县中医院  

萧县 宿州市萧县人民医院   

灵璧县 宿州市灵璧县人民医院   

泗县 宿州市泗县人民医院 宿州市泗县中医院  

宣城市 

宣城市区 宣城市人民医院 宣城中心医院  

广德县 广德县人民医院 广德县中医院  

绩溪县 绩溪县人民医院 绩溪县中医院  

泾县 泾县人民医院 泾县中医院  

旌德县 旌德县人民医院 旌德县中医院  

郎溪县 郎溪县人民医院 郎溪县中医院  

宁国市 宁国市人民医院 宁国市中医院  

 

二、非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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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