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医院清单 

一、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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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 

南岗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分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一医院 哈尔滨骨伤科医院 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第

二分院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南岗分院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 

道里区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哈尔滨市眼科医院 

黑龙江三精肾脏病专科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商业职工医院 

道外区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黑龙江省第四医院道外分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人民医

院   

香坊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中医大一院）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黑龙江省电力医院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第

一分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

第一总队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松北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松北分院 
 黑龙江省第五医院 

 

平房区 哈尔滨市二四二医院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医院 
 

阿城区 阿城市人民医院  阿城市中医医院 阿城市儿童医院 

巴彦县 巴彦县人民医院  
  

宾县 宾县中医院  宾县妇幼保健院  宾县人民医院  

方正县 方正县人民医院  方正县林业局职工医院  
 

呼兰区 
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 呼兰县第二人民医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中医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红十字医院 哈尔滨嘉润医院 
 

依兰县 依兰县人民医院  
  

通河县 通河县人民医院  通河县中医院  
 

尚志市 尚志市人民医院 尚志市中医院  尚志市妇幼保健院  

双城区 
双城市人民医院 双城市中医院 双城市骨伤科医院 

双城市结核病防治所 
  

五常市 五常市人民医院  五常市中医院 五常市第二人民医院 



五常市口腔医院  五常市妇幼保健院 
 

齐齐哈尔市 

龙沙区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职工医

院  

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职工医

院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南院 
  

昂昂溪

区 
昂昂溪铁路医院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医

院   

富拉尔

基区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富拉尔基区传染病院 

 

建华区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  

齐齐哈尔市第一神经精神病

医院 

齐齐哈尔市五官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医

院 
齐齐哈尔市建华医院 

铁锋区 
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三附属医

院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齐齐哈尔市肿瘤医院  齐齐哈尔和平医院  
 

拜泉县 拜泉县人民医院  
  

富裕县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

医院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分院  富裕县人民医院 

富裕县中医院 
  

甘南县 甘南县人民医院  甘南县北京市双河农场医院  
 

克东县 克东县人民医院  克东县中医院  
 

克山县 克山县中医院  克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克山县人民医院  

龙江县 龙江县第一医院  龙江县第二人民医院 
 

讷河市 
讷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讷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讷河市中医院 

讷河市妇幼保健院  
  

碾子山 碾子山区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华安医院 
 

泰来县 泰来县人民医院  泰来县中医院  
 

依安县 依安县人民医院  依安县中医院  
 

佳木斯 

前进区 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  佳木斯市精神病医院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向阳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

院附属医院 

佳木斯市骨科医院（佳木斯市

妇幼保健院第一分院） 
佳木斯市中医院 

佳木斯市肛肠医院 佳木斯口腔医院 
 

郊区 佳木斯郊区人民医院 佳木斯大学宏大医院 
 

永红区 佳木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抚远县 抚远县人民医院  
  

富锦市 

富锦市第一医院 富锦市第二医院  富锦市第三医院 

富锦市第四医院 富锦市中心医院 富锦市红十字医院  

富锦市口腔医院  富锦市中医院 富锦市铁路医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

局中心医院   



汤原县 汤原县第二人民医院 汤原县中心医院 佳木斯传染病医院 

同江市 同江市人民医院 同江市中医院 同江市妇幼保健院 

桦南县 桦南县人民医院 
  

大庆市 

大同区 

大庆市大同区中医院 
大庆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职

工医院 

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职

工医院 

大庆采油八厂职工医院 
大庆石油管理局庆葡职工医

院  

红岗区 

大庆市第二医院  大庆市红岗区人民医院  
大庆石油管理局钻井二公司

医院  

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二厂职

工医院  

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五厂医

院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南区医

院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铁人医

院   

龙凤区 
大庆市第五医院 大庆市第六医院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医院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职工医院 
  

让胡路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  大庆市第三医院 大庆市第四医院 

区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龙南医

院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大庆乘

风医院  

萨尔图

区 

大庆油田总医院 大庆市人民医院 大庆市中医医院 

大庆五官医院 大庆市武警医院 大庆市第七医院 

萨尔图区人民医院 大庆市中医学会骨伤病医院 
 

林甸县 林甸县医院  林甸县中医院  
 

牡丹江市 

爱民区 

黑龙江省牡丹江林业中心医

院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牡丹江市第六医院内分泌分

院   

东安区 牡丹江市妇女儿童医院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牡丹江市皮肤病医院 

西安区 牡丹江市中医院 
  

阳明区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分

院 
牡丹江市第三医院 牡丹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牡丹江骨科医院 牡丹江市肛肠医院 牡丹江市结核肿瘤医院 

桦林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穆棱市 

穆棱市第一人民医院 穆棱市中医院 穆棱市妇幼保健院 

穆棱市八面通镇林业局职工

医院   

东宁县 东宁县人民医院  
  

海林市 
海林市人民医院 海林市中医院  海林市肛肠医院  

海林市妇幼保健院 海林林业局医院 
 

林口县 林口县人民医院  
  



宁安市 宁安市人民医院 宁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宁安市妇产医院 

 
宁安市中医院 宁安市眼病专科医院 宁安市精神病院 

绥芬河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 绥芬河市中医院 潭水县人民医院 

绥化市 

安达市 安达市医院 安达市中医医院 安达市红十字会医院 

海伦市 海伦市第二人民医院 海伦市人民医院 海伦市中医院 

兰西县 兰西县人民医院 兰西县中医院 
 

明水县 明水县第二医院 明水县人民医院 明水县中医院 

青冈县 青冈县第一人民医院 青冈县红十字会医院 青冈县中医院 

庆安县 庆安县中医院 
  

北林区 
绥化市人民医院 绥化市第一医院 绥化市中医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精神病院 绥化市北林区第一医院 
 

绥棱县 绥棱县人民医院 绥棱县中医院 
 

望奎县 望奎县人民医院 望奎县中医院 
 

肇东市 肇东市第一医院 肇东市人民医院 肇东市中医院 

七台河 

桃山区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新兴区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黑河市 

爱辉区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河市中医院 

黑河市口腔医院 
  

北安市 
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北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北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北安市五官医院 北安市中医院 

嫩江县 
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中

心医院 
嫩江县中医医院 嫩江县人民医院 

孙吴县 孙吴县人民医院 孙吴县中医医院 
 

五大连

池市 
五大连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五大连池市中医院 

 

逊克县 逊克县人民医院 逊克县中医院 
 

沾河林业

局 
黑龙江省沾河林业局医院 

  

伊春 

翠峦区 翠峦林业局职工医院 
  

带岭区 带岭林业实验局职工医院 
  

红星区 红星林业局职工医院 
  

金山屯

区 
金山屯林业局职工医院 

  

美溪区 伊春市美溪林业局职工医院 
  

南岔区 黑龙江省林业第二医院 伊春市第二人民医院 伊春市第三人民医院 

上甘岭

区 

伊春市上甘岭林业局职工医

院   

汤旺河 汤旺河林业局职工医院 
  



区 

铁力市 铁力市人民医院 铁力林业局职工医院 
 

乌马河

区 
乌马河区职工医院 

  

乌伊岭

区 
乌伊岭林业局职工医院 

  

五营区 五营林业局职工医院 
  

西林区 伊春市西林区人民医院 
  

新青区 新青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区 
伊春林业管理局中心医院 伊春市第一医院 伊春市中医院 

伊春市传染病院 
  

友好区 友好林业局职工医院 
  

大兴安岭 

加格达

奇 
加格达奇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总医                            

院 

呼玛县 呼玛县人民医院 
  

呼中区 
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职工医

院    

漠河县 漠河县人民医院 阿木尔林业局职工医院 漠河县图强林业局职工医院 

松岭区 大兴安岭松岭区人民医院 
  

塔河县 塔河县医院 十八站林业医院 
 

新林区 大兴安岭新林区人民医院 
  

双鸭山 

宝清县 宝清县人民医院 宝清县中医院 
 

宝山区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东保卫分

院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七星分院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双阳分院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新安分院 双鸭山市宝山区人民医院 
 

集贤县 集贤县中医院  集贤县第一人民医院  
 

尖山区 
双鸭山林业局医院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 双鸭山市传染病院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双鸭山市中医院 
 

岭东区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岭西分院 
双鸭山市煤炭总医院岭东分

院  

四方台

区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四方台分

院  
双鸭山市精神病院 

 

友谊县 友谊县红兴隆分局中心医院  双鸭山市友谊县人民医院 
 

鹤岗 

东山区 鹤岗市新一人民医院 鹤岗市东山区人民医院  鹤岗矿业集团精神病院 

工农区 
鹤岗市人民医院  鹤岗市传染病院  鹤岗市红十字医院 

鹤岗矿业集团肿瘤医院 
  

兴山区 鹤岗市兴山人民医院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医院峻德分院  
鹤岗市兴山肛肠医院 

萝北县 萝北县人民医院 萝北县中医院 宝泉岭管理局中心医院 



鹤北林业局医院 
  

南山区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医院富力分院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医院南山分院  
鹤岗明仁眼科医院 

向阳区 鹤岗矿业集团总医院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医院选煤分院 
鹤岗市中医院  

兴安区 鹤岗市兴安人民医院 
  

绥滨县 绥滨县中医院 
  

鸡西 

城子河

区 

鸡西矿业总医院医疗集团城

子河中心医院    

滴道区 滴道区人民医院  
鸡西矿业总医院医疗集团滴

道中心医院  

恒山区 鸡西市恒山区人民医院 
  

鸡冠区 
鸡西市人民医院 鸡西市中医医院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鸡西市口腔医院 鸡西市传染病医院 
 

梨树区 鸡西市梨树区医院 
  

恒山区 鸡西市恒山区人民医院  
  

虎林市 虎林市人民医院 虎林市中医医院 虎林市红十字医院 

鸡东县 鸡东县人民医院 鸡东县中医院 
 

密山市 密山市人民医院 密山市中医院 
 

 

 

二、非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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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但

不包括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复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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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