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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瑞享康佑重大疾病保险增值服务手册 

 

一、服务说明 

感谢选择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我

们”）《建信瑞享康佑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保险合同”），

我们特别向保险合同上所登载的被保险人本人（以下简称“客户”或

“您”）提供一份尊贵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 

本服务由我司合作的国内资深的健康管理服务供应商上海亿保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抚理健

康管理咨询公司、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医加壹健康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沃迪康（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务

商”）为客户提供。 

二、重要释义 

1．增值服务有效期：以下简称“服务有效期”，即您所持有的

保险合同的持续有效期间，当保险合同处于非有效状态时，不提供本

服务。 

2．增值服务等待期：以下简称“服务等待期”，即服务有效期

开始起的 90 个自然日。服务等待期内不享受本服务。 

3．服务次数：在服务有效期内，您可享有本服务中的各项健康

管理增值服务项目中的相应服务次数，每年的服务次数指每一个保单

年度的服务次数。 

4．既往症：指客户在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客户在服务等待期

届满前已有既往症的，不享受本服务。 

5．指定疾病：本服务所涉及的指定疾病，为重大疾病、中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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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具体定义以《建信瑞享康佑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以下简称“指定疾病”。  

三、服务专线 

全国服务专线：95331 

四、健康管理增值服务项目 

阶段 服务套餐 服务项目 
服务有效期

内服务次数 
使用条件 

诊前 

健康管家

520 

 

极速问诊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预约挂号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健康档案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体检报告 

解读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健康资讯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心理咨询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 电话医生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 视频咨询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云药房 

用药指导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在线处方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在线购药 不限次 被保险人及家属，按需 

诊中 

重疾绿通

521 

门诊绿通 

（含专业分诊、专家

门诊、专人陪诊） 

2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指定疾病限制 

住院手术安排 

(含专家病房、专家手

术)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 

重大疾病、中症限制 

院后随访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指定疾病限制 

- 名医二诊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指定 100种一般

疾病以及 88种重大疾病限制 

- 代取药寄药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指定疾病限制 

- 国际二诊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 海外医疗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诊后 康复护理 

出院交通安排及陪护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院后远程居家康护跟

踪及指导 
1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院后上门居家康护服 3次/年 被保险人本人，重大疾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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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五、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内容介绍 

1.极速问诊 

【服务内容】 

解答日常伤病、常见急诊、慢病复诊、就医用药、康复养生、运

动保健方面的疑问。 

【服务时间】 

7*12 小时，9:00-21:00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极速问诊； 

（2）医师接诊：客户选择极速问诊功能，查看各个医师简介、

经历及擅长等内容，医师为随机接诊，医师将在 15 分钟内回复健康

问题； 

（3）在线问诊：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图文问诊的形式进行在线

咨询。 

【注意事项】 

（1）问诊服务医师为随机接诊，非实时回复。 

（2）重急症患者不适合网上咨询，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预约挂号 

【服务内容】 

上千家医院的公共挂号资源，一站式全览，根据需求选择所需地

域、医疗机构、科室进行自助挂号。 

【服务时间】 

7*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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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预约挂号； 

（2）筛选医院：客户可通过“离我最近”、“患者评价数”、

“医院类型”、“医院等级”筛选医院； 

（3）自助挂号：在所选择的医疗机构内，选择所需科室的医生，

查看该科室下各医生基本介绍和号源状态，按需完成挂号。 

【注意事项】 

（1）挂号号源非保证号源。 

（2）挂号费、医疗费等其它费用需客户个人承担。 

3.健康档案 

【服务内容】 

由专业的健康管理师队伍根据客户的个人基本资料、家族病史、

就医记录、体检报告、生活方式、问卷调查等信息，建立一整套私密、

完整、科学的电子健康档案，并持续更新。 

【服务时间】 

7*24 小时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健康档案； 

（2）健康评测：客户完成健康状况在线问卷（了解家族史、客

户既往病史、客户行为生活习惯），全面了解客户自身健康状况； 

（3）就医记录：客户可自主填写就医记录（包括就医类型、就

医时间、就诊医疗机构、就诊科室、疾病类型、用药记录等），了解



 

                                                                悦享健康  悦享生活 

5 
 

客户就医信息； 

（4）分析报告：根据客户的体检报告和健康问卷生成一份健康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中，会着重体现客户的体检异常数据和慢病风险

因素，给出相对应的饮食、运动建议。 

【注意事项】 

就医记录、监测记录需客户手动填写。 

4.体检报告解读 

【服务内容】 

由专业的医师团队对客户体检异常指标进行精准解读，便于客户

正确了解自身健康状况，针对体检结果中的异常指标，及时提供专业

分析，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持续性改善指导意见，帮助客户提高健康

管理意识，改善健康状况。 

【服务时间】 

7*12 小时，9:00-21:00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体检报告解读； 

（2）上传报告：客户在体检单位完成体检后，体检单位提供电

子版体检结果，将电子版体检结果上传，导入系统； 

（3）在线解读：客户上传体检报告，联系医生在线解读。体检

报告解读服务包含健康状况深入解读、疾病风险评估、医疗建议及咨

询指导等。 

5.健康资讯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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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由专业运营团队策划撰写，内容涵盖养生、减肥健身、

两性、美容、母婴、心理健康、健康生活七大领域，经由各领域专业

人士评估审核后发布，确保资讯的准确性、时效性及合规性。 

【服务时间】 

7*24 小时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健康资讯； 

（2）查看资讯：健康资讯每日更新，客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性阅读； 

（3）资讯共享：健康资讯支持收藏、点赞、转发功能，可以实

现亲友间资讯共享，共同提高健康管理意识，改善健康状况。 

6.心理咨询 

【服务内容】 

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供下述内容咨询：恋爱、婚姻问题咨询；

亲子关系及家庭问题咨询；青少年心理问题咨询；人际关系及人生发

展咨询；神经症（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癔症、失眠、

性心理异常等）的咨询与治疗；心理测评与分析。 

【服务时间】 

每日 14:00-17:00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心理咨询； 

（2）心理测评：通过《生活压力自测量表》、《SAS 焦虑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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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以及《社会适应性自测量表》四个方

面专业的自测更加了解自己； 

（3）在线咨询：根据客户需要，进行一对一的图文咨询； 

（4）案例分析：通过案例分享，学习到更多的心理方面的知识。 

7.电话医生 

【服务内容】 

通过电话为用户提供日常小病问诊、紧急医疗需求指导、健康咨

询、体检解读、备孕及孕期指导、育儿指导、慢病管理等。 

【服务时间】 

7*14 小时，8：00-22:00，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 

【服务流程】 

（1）拨打服务专线号码 95169533； 

（2）呼叫中心核实客户身份； 

（3）明确客户需求，初步分诊； 

（4）电话转接至对应科室医生； 

（5）专业医生解答客户疑问。 

【注意事项】 

重急症患者不适合电话咨询，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视频咨询 

【服务内容】 

提供全科医生视频咨询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疾病饮食

调节、轻症咨询、OTC 常用药品用药指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

病管理、重症专业分诊、术后康复知识咨询等与健康相关内容的所有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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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间】 

7*24 小时，咨询时间一般不超过 10 分钟。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视频咨询； 

（2）添加问诊人信息，为本人或家属进行健康咨询。 

【注意事项】 

重急症患者不适合视频咨询，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云药房包含以下服务项目： 

9.用药指导 10.在线处方 11.在线购药 

【服务内容】 

专科医生根据客户健康情况结合其购药需求给予处方药/非处方

药的用药指导、并为客户开具电子处方，客户在获得电子处方后即可

在线自费购买处方所列相应药品。（非处方药客户可以直接购买，处

方药需经专科医生开具复诊处方方可购买） 

【服务时效】 

客户提出健康咨询问题，专科医生 24 小时内回复，并根据具体

咨询内容提供电子处方开具服务，客户在获得电子处方后即可在线自

费购买处方所列相应药品(非处方药客户可以直接购买)。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云药房； 

（2）客户进入“医生指导”模块，选择专科医生科室类别，添

加患者信息进行健康咨询，专科医生根据客户健康情况结合其购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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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给予处方药/非处方药的用药指导、并为客户开具电子处方； 

（3）客户通过在线搜索或常用药品类别功能，在线选择购买所

需药品，并通过添加收货地址、在线支付操作完成在线购药； 

（4）客户可以通过“我的订单”模块查看订单信息及跟踪物流

情况。 

【注意事项】 

（1）客户支付后的一个工作日内，电子发票可发送至支付环节

客户预留的电子邮箱中，发票金额为实际支付的药品费用金额、不含

运费及优惠金额，邮费需客户承担。 

（2）客户支付后的 3-5 个工作日可收到相应药品。 

（3）不承担客户因药品质量等问题产生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4）药品配送产生的购药纠纷，由第三方相关配送供应商与客

户协商解决。 

门诊绿通（限指定疾病）包含以下服务项目： 

12.专业分诊 13.专家看诊 14.专人陪诊 

【服务内容】 

客户初步确诊指定疾病，快速响应客户的就医需求，竭尽全力为

客户的健康安排合适的医疗资源，建立高效的医疗行为。 

【合作医院】国内三甲医院 

【医生资质】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 

【服务时效】1-5 个工作日 

【服务流程】 

（1）通过 95331 或客户经理提出服务申请； 

（2）根据客户情况选择合适的专家，并电话反馈预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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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诊当日，健康助理全程陪同客户完成就诊的过程。 

【注意事项】 

对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不负有任何责任。 

住院手术安排包含以下服务项目： 

15.专家病房 16.专家手术 

【服务内容】 

客户初步确诊重大疾病、中症，并持有期望入住医院的住院单，

快速为客户安排专家床位、专家手术。 

【合作医院】国内三甲医院 

【医生资质】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 

【服务时效】7 个工作日(华山医院另议) 

【服务流程】 

（1）通过 95331 或客户经理提出服务申请； 

（2）确认客户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并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

息（包括初步诊断，是否有入院通知单等）； 

（3）自客户申请服务且开具入住医院的住院单开始，10 个工作

日内为客户协调安排住院； 

（4）入院当日，健康助理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  

【注意事项】 

对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不负有任何责任。 

17.院后随访 

【服务内容】 

客户出院后，提供全科医生随访服务。 

【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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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 95331 或客户经理提出服务申请； 

（2）确认客户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并了解客户主要问题、

方便的时间； 

（3）在约定时间，全科医生致电客户提供服务。 

18.名医二诊 

【服务内容】 

客户于服务等待期后罹患疾病（100 种一般疾病及 88 种重大疾

病），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并获得第一诊疗意见后，为

客户提供知名三甲医院专家的电话咨询，并在咨询结束后为客户出具

电子书面报告。 

在客户享受名医二诊电话咨询服务后，如有门诊就医需求，为客

户提供已使用名医二诊所对应的医院、科室的专家号门诊预约服务，

同时提供当次就诊的全程专业医护陪诊，提供代挂号、取药等服务。 

【服务时效】 

在客户提交必要完整资料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在客户的

服务资格审核通过后的 24 小时内医生致电客户提供咨询。   

【服务流程】 

（1）关注【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绑定及授权个人信息，点

击：自助服务--悦享健康—名医二诊； 

（2）客户在线提交名医二诊服务申请，选择需要咨询的名医二

诊科室及专家，根据页面提示上传必要资料，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身份

证件证明、保单影像件、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须

加盖医院有效公章)、门急诊病历资料、病理诊断报告、血液检查报

告、B 超、核磁或内镜等特殊检查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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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商审核客户服务资格；对于审核通过的，提供名医二

诊服务； 

（4）专家根据客户目前的病情、诊断结果和现有治疗方案提供

电话咨询并出具书面咨询报告；  

（5）客户与专家完成电话沟通，线上咨询服务结束； 

（6）自客户接到名医二诊电子书面报告，可在线提交门诊预约

申请，根据客户真实就医需求，协助客户匹配核实专家并策划就诊方

案； 

（7）在明确客户就医需求且收集客户必要预约信息后安排门诊

就诊，就诊当天由专业医护全程陪诊； 

（8）客户完成就诊，填写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线下门诊预约服

务结束。 

【注意事项】 

（1）客户与专家通话成功并取得书面电子报告，或医生在回电

时段内致电客户三次、但客户均未接起；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即

时计次。 

（2）本服务支持在医生回电时段开始前申请取消，自回电时段

开始后不支持取消。 

（3）专家号门诊预约服务，不可指定医生姓名、不可指定就诊

日期。 

（4）陪诊服务不支持无亲属陪护的不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及无亲

属陪护的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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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代取药寄药 

【服务内容】 

为客户提供代取药寄药服务，将药品寄到客户指定地点，形式包

括代开西药、代取中药。 

【服务流程】 

（1）通过 95331 或客户经理提出服务申请； 

（2）确认客户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并了解客户希望代取药

品的相关信息； 

（3）取得客户取药的相关资料后，3 个工作日内，健康助理前

往医院代取药； 

（4）健康助理根据客户地址信息将药品寄送给客户。 

【注意事项】 

需客户本人到场，才能取药的情况除外；邮费需客户承担。 

20.国际二诊 

【服务内容】 

若客户罹患重大疾病，在已经得到诊断报告后，通过咨询世界顶

级医疗机构和专家，向客户提供专业二诊诊疗建议书面报告，帮助客

户远离纠结和迷茫，获得最佳的治疗和康复效果。 

【服务时效】 

自客户病例资料收集完整到美国二诊报告完成，不超过 15 个工

作日。 

【服务流程】 

（1）启动美国二诊服务：客户确诊罹患重大疾病后，通过 95331

或客户经理提出服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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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交病例资料：客户依照服务商病例经理提示收集病例资

料，并将病例资料快递至服务商； 

（3）梳理及传输资料：服务商在收到病例资料后，由国内专家

协助梳理、翻译相关资料，并加密传输至美国会诊医院； 

（4）完成美国二诊服务：由美国专家会诊后形成包含会诊意见、

下步建议与科普材料的书面报告，并由国内专家为客户进行报告解读。 

21.海外医疗 

【服务内容】 

协调客户的就医和行程安排，提供病情评估、病历翻译、门诊预

约、入院安排等服务。 

【服务流程】 

（1）服务启动：根据客户需求，启动赴美就医； 

（2）病情评估：参考美国二诊意见以及美国医学专家就中国患

者的情况评估，对美国治疗的可行性提出说明； 

（3）病历翻译与门诊预约：翻译相关病历资料，推荐适合的美

国医院与医生； 

（4）时间安排：安排医院入院日期，和配套需要的检查； 

（5）医院邀请函：协助客户获得美国医院邀请函，以利患者自

行办理出国就医签证或国内相关手续的申请； 

（6）费用预估：对赴美就医的医疗费用进行预估； 

（7）赴美前辅导：介绍美国医院所在地的就医与生活须知，以

及对治疗结果预期的管理； 

（8）附加服务：在美治疗期间接送机一次； 

（9）客户在美国医院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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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回国后的随访。 

【注意事项】 

（1）根据海外医院的接诊要求，可能需要客户提供财务担保，

才能获得医院签发的邀请函；我司及服务商不负责提供任何担保。 

（2）服务商可提供一系列就诊辅助服务（如生活翻译、导医陪

同、租车等服务），费用根据客户需求另计算并支付。 

（3）服务商提供的赴美就医服务，不涉及医疗行为，因此客户

在赴美就医过程中，需为本人医疗健康服务的决策及结果负责，同时

医疗服务责任由国外医疗机构根据所属国相关法律承担。 

（4）客户及随行人员在赴美就医过程中，如因我司及服务商以

外的任何第三方的行为，遭受了任何损失或侵害，我司和服务商对此

不承担任何责任。 

22.出院交通安排及陪护 

【服务内容】 

出院交通安排：客户家庭常住地距住院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实

际交通行驶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内（含），提供符合其身体条件

的车辆（客户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提供五至七座商务车，客户存在体

位制动或其他需平躺出院情况的，提供救护车或其它可供平躺出院的

专业车辆）；客户家庭常住地距住院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实际交通

行驶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上时，承担客户及一名家属返回常住地

的火车票或飞机票费用（火车限硬卧或高铁二等座，飞机限国内经济

舱），并提供住院医院到住院医院所在城市火车站或飞机场的交通安

排。 

出院陪护：出院当天协助、指引客户办理出院手续，协助家属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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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客户从病床转移至安排的车辆；全程陪同客户返回家中，在途中密

切关注客户的生命体征变化、安全及舒适状况，并随时给予指导。 

【服务时效】2 个工作日 

【服务流程】 

（1）通过 400-021-8082 提出服务申请； 

（2）了解客户身体状况，确认出院时间、地点、安排所需车辆

及辅助实施； 

（3）服务人员按约定前往医院，协助客户办理出院手续，全程

陪护及指导，护送客户回到家中。 

【注意事项】 

（1）出院交通工具的选择以主诊医生的意见为判断标准。 

（2）全程陪护仅限家庭常住地距住院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实

际交通行驶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内（含）的客户。 

（3）客户出院时间发生变化时，需至少距离实际用车时间提前

12 个小时变更或取消服务；未能提前 12 小时取消或变更已预约的服

务，视为服务已使用。 

（4）客户出院转往另一家医疗机构继续治疗，或由于病情危重

放弃治疗或失去治疗条件的，不属于服务责任。 

（5）由于客户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可能

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或处于可对服务人员造成人

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时，服务人员可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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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客户要求选择的交通工具经评估可能会产生额外风险（例

如不符合出院医嘱或会诱发潜在风险等），服务人员可拒绝为客户提

供服务。 

（7）如客户因自身原因不接受出院交通需求及风险评估，或提

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服务人员可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 

（8）本服务仅为协助和安排，我司及服务商不对第三方交通工

具行驶过程中的问题或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

事件等）导致的不良后果负责。   

23.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 

【服务内容】 

综合评估：在约定的全国 331 所城市市区服务范围内，服务人员

依据专业量表，前往客户所在住院医院或客户居住地实施现场评估；

在约定的全国 331 所城市市区服务范围外，服务人员依据专业量表，

为客户实施远程评估。 

出具康护指导书：服务人员在综合评估完成并获取必要的医学资

料后，针对客户日常生活照料、基础并发症预防、辅具适配、居家环

境注意事项、体质恢复营养、疾病康复促进、个性化风险预防等定制

详细的《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 

康护指导书电话讲解：服务人员致电客户或家属，对其《院后居

家康护指导书》进行详细讲解。 

院后远程康护咨询：如客户在居家康复过程中遇到与《院后居家

康护指导书》相关的问题，可通过 400-021-8082 预约进行咨询，服

务人员将为客户提供远程咨询与指导。 

【服务时效】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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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1）通过服务热线 400-021-8082 提出服务申请； 

（2）了解客户疾病情况，与客户确认评估时间、地点； 

（3）服务人员按约定时间前往客户住院医院或居住地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为客户制定《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 

【注意事项】 

（1）完成综合评估且获取客户病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出院小

结、诊断证明等可以获知服务对象病情、已接受的治疗及院方的出院

建议等资料）为出具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的必要条件，如客户无法及

时提供相关资料，服务人员可根据客户或家属主诉情况给予建议，同

时将注明所有内容均来源于客户或家属的主诉，未见相关医疗记录及

描述。 

（2）建议客户于出院前 24 小时预约评估服务。 

（3）客户需提前 12 个小时变更或取消已预约的服务。 

（4）本服务提供的任何指导建议仅供参考，我司及服务商不承

担由于第三方操作错误引发的一切后果。 

（5）由于客户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可能

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或处于可对服务人员造成人

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可通过远程形式尽可能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6）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等）

导致不能落实服务的，当次服务免责，并为客户保留当次服务权益。 

24.院后远程居家康复跟踪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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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服务人员主动致电出院后的客户，跟踪其康复状况，并以远程的

方式为其提供康复指导。该服务的主动致电频率由服务人员根据客户

所罹患的疾病和出院时的状况决定，跟踪周期最长持续 6 个月。 

【服务时效】2 个工作日 

【服务流程】 

（1）通过 400-021-8082 提出服务申请； 

（2）了解客户基本情况，根据客户需求制定跟踪计划； 

（3）服务人员按照跟踪计划主动致电客户提供康复指导服务。 

【注意事项】 

（1）在向客户提供专业建议前，客户需向服务人员提供必要的

医学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出院小结、相关检查结果资料或门诊病历等； 

（2）本服务无法替代诊疗，客户应以医疗机构的诊断及治疗为

准； 

（3）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等）

导致服务人员不能落实服务的，当次服务免责，并为服务对象保留当

次服务权益。 

25.院后上门居家康护服务 

【服务内容】 

为客户完成院后综合评估并定制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后，提供以

下服务： 

制定上门康护服务计划：依据《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制定符合

客户情况及服务产品要求的《上门康护服务计划》，《上门康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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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门服务项目（服务名称）、服务总次数、

服务频率等。 

上门康护服务计划讲解：向客户讲解《上门康护服务计划》内容，

并与客户进行沟通，经客户认可后落实执行。 

康护管理师（专业护士）上门服务：安排服务人员按照计划及预

约时间提供居家上门康护服务。 

【服务时间】 

康护管理师单次上门服务时长不超过 1.5 小时。 

【服务时效】2 个工作日 

【服务流程】 

（1）通过 400-021-8082 提出服务申请； 

（2）了解客户疾病情况，与客户确认评估时间、地点； 

（3）服务人员按约定时间前往客户住院医院或居住地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为客户制定《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依据指导书为

客户制定《居家上门康护服务计划书》； 

（4）依据客户认可的居家上门康护服务计划书内容提供上门康

护服务。 

【注意事项】 

（1）院后居家上门康护计划需客户或其家属签字确认方可执行。 

（2）客户需提前 12 小时变更已约定的上门服务；未能提前 12

小时取消或变更已预约的服务，视为服务已使用。 

（3）由于客户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可能

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或处于可对服务人员造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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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时，服务人员可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无须承

担相关服务责任。 

（4）因客户及其家属未如实告知病情造成不良后果的，我司及

服务商不承担相应的或全部的医疗责任及相应的或全部的法律责任。 

（5）如服务人员按照规范操作，我司及服务商不承担因客户病

情变化等造成的相关或全部的法律责任。 

（6）本服务提供的任何专业建议仅供参考，我司及服务商不承

担由于第三方操作错误引发的一切后果。 

（7）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等）

导致不能落实服务的，当次服务免责，并为客户保留当次服务权益。 

六、服务声明 

1.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您将不再享受本手册之任何服务： 

（1）保险合同处于非有效状态期间； 

（2）服务次数使用完毕； 

（3）服务等待期内； 

（4）其他特别约定。 

2.本服务需向服务商提供您的个人信息，以为您配置相应的服务

权益。 

3.本服务为服务商提供给被保险人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其诊疗、

诊断结果仅供您个人参考，并不能作为我司做出任何保险合同理赔决

定或要求我司更改理赔决定的依据。 

4.本服务是提供给符合相应标准的保险合同之被保险人的服务，

我司保留对本服务所有细则的解释、服务内容的变更、停止提供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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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的各项权利。 

5.本服务由我司合作的国内资深的健康服务供应商为您提供，若

您与服务商或相关医疗机构因本服务产生任何纠纷，我司不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6.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服务预约应由保单的投保人或法定监

护人来申请。 

7.在预约过程中，请您务必保持通讯畅通，否则我们将不承担由

此带来的一切损失。 

8.部分地区的部分医院在陪诊就诊时可能需要您提供相关证件

原件。如由于您不愿意提供相关证件服务商无法挂号、取号、提供陪

诊服务的，相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七、免责条款 

1.以下情形中，共享、转让、公开您的个人信息无需事先征得您

的授权同意。 

（1）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2）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3）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

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4）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

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5）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

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在提供任何一项服务时，如我们查明正在要求或享受服务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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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您本人，有权立即拒绝提供任何服务。 

3.我们尊重并保护您的隐私权，未经您许可我们不会将任何与您

相关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为了更好的为您提供服务，服务商可能会

向您询问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地址等诸多信息，您有权决定是否

提供相关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全导致的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 

4.由于您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能反映当前

情况的各种资料，而导致本手册上某些服务发生缺失偏差或延误，相

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5.对于我们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

害、罢工或骚乱、物质短缺或定量配给、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

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致使我们延迟或未能履行本

手册各项服务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6.本手册未涉及的问题参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当本手册与国家

法律法规冲突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7.当被保险人选择医疗机构进行各项服务时，具体诊疗结果和相

关的医疗责任由该医疗机构负责解释和承担。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关注我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建信人寿”，体验

“悦享健康”健康管理增值服务。（本服务由第三方供应商为您提供，

若您与服务商因服务而产生任何异议或纠纷，我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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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预约挂号医院列表 

注：以下医院列表以实际服务时提供的为准。 

所在城市 医院等级 医院全称 

合肥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 三级甲等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安徽心脑血管医院) 

合肥 三级甲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 

合肥 三级甲等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西区） 

合肥 三级甲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马鞍山 二级乙等 马鞍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北京 三级医院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善方医院 

北京 对外专科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北京 一级医院 北京德胜门中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北京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 

北京 一级甲等 中日友好医院口腔科（三里屯门诊） 

北京 三级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 对外专科 北京华尔眼科医院 

北京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医院 

北京 对外专科 北京美尔目医院 

北京 对外专科 北京宝仁中医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固生堂中医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北京 二级甲等 微医全科（北京西单）中心 

北京 一级医院 北京东区儿童医院 

北京 一级医院 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 

北京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北京 三级甲等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 306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家圆医院 

北京 对外综合 北京亚运村中医医院 

北京 对外专科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北京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北京 对外专科 北京瑞京糖尿病医院 

龙岩 三级乙等 龙岩人民医院 

武威 三级甲等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酒泉 二级甲等 玉门市中医医院 

东莞 三级甲等 东莞市东华医院 

东莞 三级甲等 东莞康华医院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州 对外综合 广州天河固生堂医疗门诊部 

广州 对外综合 荔湾固生堂中医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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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州 对外综合 固生堂五山中医门诊部 

广州 对外综合 微医全科（广州天河）中心 

广州 对外综合 固生堂宝岗中医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石井门诊部 

广州 对外综合 岭南中医馆东山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下塘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对外综合 岭南中医馆水荫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 

广州 对外综合 广州海珠固生堂中医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州 对外综合 悦心普通专科门诊部 

广州 三级甲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对外综合 白云固生堂中医门诊部 

广州 对外专科 广州天使儿童医院 

广州 对外综合 岭南中医馆 

广州 三级甲等 广东省中医院天河门诊部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 

深圳 一级甲等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人民医院 

深圳 二级丙等 深圳市大鹏新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二级丙等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人民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深圳 三级乙等 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二级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大学总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区骨科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眼科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儿童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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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南方科技大学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 一级甲等 深圳市盐田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 

深圳 一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 

深圳 对外综合 深圳香竹门诊部 

深圳 三级甲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 其他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深圳 二级乙等 深圳市龙华区慢性病防治中心（精神卫生中心）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深圳 二级甲等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 

深圳 三级甲等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深圳 三级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秦皇岛 二级甲等 卢龙县医院 

秦皇岛 二级甲等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中医院 

三门峡 二级甲等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门峡 三级甲等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三门峡 三级医院 黄河三门峡医院 

信阳 二级医院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信阳 二级甲等 光山县人民医院 

信阳 三级甲等 信阳市中心医院 

信阳 二级甲等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 三级甲等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 三级医院 河南石油勘探局职工医院 

南阳 三级甲等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 二级甲等 邓州市人民医院 

南阳 三级医院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 三级甲等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 三级甲等 南阳南石医院 

周口 二级甲等 西华县人民医院 

周口 三级甲等 周口市中心医院 

商丘 三级甲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商丘 二级甲等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阳 三级甲等 安阳市肿瘤医院 

安阳 二级甲等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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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 三级医院 安钢职工总医院 

安阳 三级甲等 安阳市人民医院 

安阳 三级甲等 安阳地区医院 

平顶山 二级甲等 郏县中医院 

平顶山 三级甲等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平顶山 三级医院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开封 三级甲等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开封 三级医院 开封市人民医院 

开封 三级甲等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开封 三级甲等 开封市中医院 

开封 三级甲等 开封市中心医院 

开封 三级医院 开封市儿童医院 

开封 二级甲等 开封市妇产医院 

新乡 三级医院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乡 三级甲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 三级甲等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乡 三级甲等 新乡市中心医院 

新乡 三级甲等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新乡 三级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洛阳 三级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洛阳 二级甲等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洛阳 二级甲等 中信中心医院 

洛阳 三级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洛阳 三级医院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 三级甲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 

洛阳 三级医院 洛阳东方医院 

济源 二级甲等 济源市人民医院 

漯河 三级医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漯河 三级甲等 漯河市中心医院 

濮阳 三级甲等 濮阳市中医院 

濮阳 三级医院 河南省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濮阳 三级甲等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濮阳 三级甲等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 二级医院 濮阳市眼科医院 

焦作 三级医院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 

焦作 三级甲等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作 三级甲等 焦作市人民医院 

焦作 二级甲等 焦作市五官医院 

许昌 三级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 二级甲等 襄城县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人民医院东院 

郑州 二级甲等 黄河中心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市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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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三级甲等 河南省胸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 三级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州 二级甲等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颐和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 三级医院 河南省职工医院 

郑州 二级医院 郑州市康复医院 

郑州 三级甲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驻马店 三级医院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驻马店 三级甲等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驻马店 三级医院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鹤壁 三级甲等 鹤壁市人民医院 

鹤壁 二级医院 鹤壁京立肿瘤医院 

七台河 二级甲等 勃利县人民医院 

七台河 三级甲等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七台河 三级医院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七台河 三级甲等 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 

伊春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医院 

伊春 三级乙等 伊春市妇幼保健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五营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朗乡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乌伊岭区人民医院 

伊春 三级甲等 伊春市第一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双丰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南岔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伊春市第五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友好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林业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翠峦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伊春市中医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上甘岭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金林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美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伊春市桃山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 三级甲等 伊春林业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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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 二级乙等 汤旺河林业局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第二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新青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红星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伊春市嘉荫县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乌马河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铁力市中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带岭林业实验局职工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乙等 伊春市第三人民医院 

伊春 二级甲等 嘉荫县中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富锦市中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汤原县中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富锦市中心医院 

佳木斯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富锦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桦南县中医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桦川县人民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桦南县人民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汤原县中心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同江市人民医院 

佳木斯 三级医院 佳木斯市精神病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桦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桦川县中医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同江市中医医院 

佳木斯 三级甲等 佳木斯市中医医院 

佳木斯 三级医院 黑龙江农垦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医院 

佳木斯 二级甲等 桦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双鸭山 二级甲等 集贤县人民医院 

双鸭山 二级乙等 双鸭山市宝山区人民医院 

双鸭山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传染病医院 

双鸭山 三级甲等 双鸭山市妇幼保健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宝清县妇幼保健院 

双鸭山 二级丙等 双鸭山市精神病防治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集贤县中医医院 

双鸭山 三级甲等 双鸭山双矿医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饶河县人民医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医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宝清县人民医院 

双鸭山 二级甲等 饶河县中医医院 

哈尔滨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阿城区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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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 三级医院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南岗院区 

哈尔滨 二级甲等 依兰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黑龙江海员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木兰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医院 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 

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哈尔滨市双城区骨伤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巴彦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方正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巴彦县中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呼兰区中医医院 

哈尔滨 三级乙等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木兰县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依兰县第二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延寿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利民分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尚志市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宾县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方正县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尚志市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双城区中医医院 

哈尔滨 三级医院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阿城区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清河林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五常市人民医院 

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乙等 巴彦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哈尔滨 二级乙等 哈尔滨市呼兰区红十字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依兰县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延寿县中医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哈尔滨市呼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哈尔滨 三级甲等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哈尔滨 二级甲等 通河县中医医院 

大兴安岭 三级甲等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呼玛县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甲等 漠河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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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 二级甲等 塔河县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大兴安岭呼中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阿木尔林业局职工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图强林业局职工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塔河县中医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新林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松岭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加格达奇区人民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塔河县十八站医院 

大兴安岭 二级乙等 大兴安岭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大庆 三级甲等 大庆市第三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肇源县中医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林甸县医院 

大庆 二级乙等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肇源县人民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肇州县中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肇州县妇幼保健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大庆 三级甲等 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大庆 二级甲等 肇州县人民医院 

大庆 三级甲等 大庆市人民医院北院 

大庆 二级甲等 林甸县中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林口县人民医院 

牡丹江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牡丹江 二级乙等 绥芬河市中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穆棱市人民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人民医院 

牡丹江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肿瘤医院 

牡丹江 二级乙等 东宁市中医院 

牡丹江 一级甲等 东宁市妇幼保健院 

牡丹江 三级甲等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海林市中医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宁安市妇幼保健院 

牡丹江 二级甲等 东宁市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兰西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安达市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安达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绥化 二级甲等 明水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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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 二级乙等 明水县第二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兰西县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庆安县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绥棱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绥化市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海伦市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乙等 肇东市中医医院 

绥化 一级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第五医院 

绥化 三级甲等 绥化市第一医院 

绥化 二级乙等 安达市红十字会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望奎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绥化市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庆安县妇幼保健院 

绥化 二级甲等 绥棱县中医医院 

绥化 二级乙等 绥化市北林区第一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青冈县中医院 

绥化 一级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第二人民医院 

绥化 三级乙等 海伦市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肇东市人民医院 

绥化 三级乙等 肇东市第一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望奎县中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青冈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庆安县人民医院 

绥化 二级甲等 安达市医院 

鸡西 三级医院 鸡西市人民医院 

鸡西 二级乙等 虎林市红十字医院 

鸡西 二级乙等 鸡西市恒山区人民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鸡东县人民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密山市中医医院 

鸡西 二级乙等 鸡西市梨树区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鸡西市传染病医院 

鸡西 三级甲等 鸡西市中医院 

鸡西 三级甲等 鸡西鸡矿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鸡西市精神病防治院（鸡西市铁路地区中心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密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鸡西 三级甲等 鸡西市妇幼保健院 

鸡西 二级医院 鸡西市口腔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虎林市中医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虎林市妇幼保健院 

鸡西 二级医院 黑龙江鸡西市鸡冠区医院 

鸡西 二级甲等 虎林市人民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鹤岗市兴山人民医院 

鹤岗 对外综合 鹤岗鹤矿医院 



 

                                                                悦享健康  悦享生活 

33 
 

鹤岗 二级甲等 鹤岗市第二专科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鹤岗市新一人民医院 

鹤岗 三级甲等 鹤岗市中医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鹤岗市惠民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绥滨县人民医院 

鹤岗 三级乙等 鹤岗市妇幼保健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鹤岗市传染病院 

鹤岗 二级甲等 萝北县中医院 

鹤岗 二级甲等 绥滨县中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鹤岗市岭北人民医院 

鹤岗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鹤岗市红十字医院 

黑河 三级乙等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乙等 黑龙江省黑河市口腔医院 

黑河 三级甲等 黑龙江省第三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五大连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嫩江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黑河 二级丙等 五大连池市妇幼保健院 

黑河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嫩江县中医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北安市中医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孙吴县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乙等 逊克县中医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嫩江县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乙等 北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黑河市爱辉区妇幼保健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北安市五官医院 

黑河 三级乙等 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中心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河 二级甲等 孙吴县中医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富裕县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甘南县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讷河市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克东县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 三级乙等 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克山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富裕县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五官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乙等 拜泉县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乙等 龙江县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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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克东县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中医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克山县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乙等 依安县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讷河市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克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中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依安县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三级甲等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丙等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中医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丙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 二级甲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人民医院 

仙桃 二级医院 仙桃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 

武汉 三级甲等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武汉 三级乙等 武汉市第六医院 

武汉 三级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 

武汉 对外专科 武汉艾德华兹妇科门诊部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普仁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第五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西院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武汉 三级甲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武汉 对外专科 武汉常春藤爱微甲乳专科门诊部 

武汉 对外专科 武汉顺心康精神科诊所 

武汉 三级甲等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鄂州 三级甲等 鄂州市中医院 

黄冈 二级甲等 黄州区妇幼保健院 

黄冈 三级甲等 黄冈市中医医院 

常德 三级医院 湘雅常德医院 

湘潭 二级医院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 

益阳 三级甲等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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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 三级甲等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郴州 二级甲等 安仁县人民医院 

长沙 三级甲等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长沙 二级医院 湖南省交通医院 

长沙 三级甲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 对外专科 长沙开福雅肤美肤医疗美容门诊部 

长沙 三级医院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长沙 三级甲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长沙 三级甲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沙 三级甲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 

长沙 二级甲等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 

吉林 二级甲等 吉林市骨伤医院 

长春 三级甲等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南京 对外专科 南京鼓楼思睿明诊所 

南京 二级乙等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 三级乙等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南京 三级医院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儿童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 二级乙等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上海梅山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江宁医院湖山路院区 

南京 三级医院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南京市高淳中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微医全科（南京雨花）中心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江宁医院鼓山路院区 

南京 三级甲等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南京 三级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南京 三级医院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 二级甲等 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 

南京 三级甲等 南京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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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二级甲等 溧水区中医院 

南京 对外综合 固生堂南京宁西分院 

南通 三级乙等 如皋市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海安县肿瘤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通州区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如东县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南通市通州区第六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启东市中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南通 二级医院 海门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海安县中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如皋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通 三级甲等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如皋博爱医院 

南通 三级甲等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如东县丰利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如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医院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甲等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 

南通 三级甲等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南通 三级乙等 海安市人民医院 

南通 二级乙等 如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宿迁 二级乙等 沭阳南关医院 

宿迁 二级医院 宿迁市第二医院 

宿迁 二级医院 泗阳康达医院 

宿迁 三级乙等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宿迁 二级医院 泗阳仁慈医院 

宿迁 二级乙等 泗阳县人民医院 

宿迁 三级甲等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宿迁 二级甲等 泗洪县中医院 

宿迁 二级甲等 宿迁市钟吾医院 

宿迁 二级甲等 泗阳县中医院 

宿迁 二级甲等 泗洪县人民医院 

宿迁 二级乙等 沭阳仁慈医院 

宿迁 二级甲等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 

宿迁 三级乙等 沭阳县中医院 

宿迁 二级乙等 沭阳县协和医院 

宿迁 二级丙等 沭阳中山医院 

宿迁 二级医院 泗洪县中心医院 

常州 三级乙等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南院 

常州 三级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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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常州 三级医院 常州市德安医院 

常州 三级乙等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 二级甲等 金坛区中医医院 

常州 二级甲等 溧阳市中医院 

常州 三级甲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常州 二级甲等 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 

徐州 二级甲等 新沂市中医医院 

徐州 二级医院 徐州民政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 

徐州 三级医院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邳州市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大屯煤电中心医院 

徐州 三级甲等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乙等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徐州 三级甲等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丰县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乙等 徐州利国医院 

徐州 二级乙等 新沂市铁路医院 

徐州 三级甲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徐州市矿山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铜山区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江苏省沛县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邳州市中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徐州市铜山区中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沛县中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 

徐州 三级甲等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州 三级甲等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 三级乙等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睢宁县人民医院 

徐州 二级甲等 睢宁县中医院 

扬州 三级甲等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扬州 二级甲等 扬州市江都妇幼保健院 

扬州 二级甲等 宝应县中医医院 

扬州 一级乙等 高邮市送桥中心卫生院 

扬州 三级甲等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区医院 

扬州 二级甲等 宝应县妇幼保健院 

扬州 二级甲等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 二级甲等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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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 二级医院 高邮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 三级甲等 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 三级甲等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西区医院 

扬州 一级甲等 扬州市口腔医院 

扬州 三级医院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扬州 二级乙等 扬州市广陵区中医院 

扬州 二级甲等 仪征市中医院 

扬州 二级甲等 高邮市人民医院 

扬州 一级乙等 仪征市大仪中心卫生院 

扬州 三级甲等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 二级甲等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无锡 二级甲等 江阴市中医院 

无锡 一级医院 无锡固生堂葆元春南禅寺中医医院 

无锡 一级甲等 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乙等 江阴市长泾医院 

无锡 三级乙等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无锡 三级乙等 江阴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乙等 锡山区中医医院锡北院区 

无锡 二级乙等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无锡 对外综合 固生堂葆元春崇安寺中医院 

无锡 二级乙等 江阴市徐霞客医院 

无锡 二级甲等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无锡 三级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甲等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无锡 三级甲等 宜兴市人民医院 

无锡 三级甲等 江阴市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医院 无锡市仁德康复医院 

无锡 二级甲等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乙等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人民医院 

无锡 二级医院 江阴市青阳医院 

无锡 三级甲等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无锡 二级医院 宜兴市肿瘤医院 

无锡 三级乙等 宜兴市中医医院 

无锡 二级乙等 江阴市南闸医院 

无锡 三级甲等 无锡市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南通大学附属泰州妇产医院 

泰州 二级乙等 兴化市戴南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医院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 

泰州 三级乙等 江苏省靖江市中医院 

泰州 三级甲等 泰州市中医院(东院) 

泰州 二级甲等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乙等 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乙等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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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 二级乙等 泰州市高港区中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兴化市妇幼保健院 

泰州 二级甲等 泰州市口腔医院 

泰州 二级乙等 兴化市第五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医院 靖江市新港城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兴化市中医院 

泰州 三级医院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州 三级甲等 泰州市中医院(西院) 

泰州 三级乙等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泰兴市中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靖江市人民医院 

泰州 二级甲等 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淮安 二级甲等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淮安 三级甲等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淮安 二级甲等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淮安 二级甲等 涟水县人民医院 

淮安 二级乙等 涟水县中医医院 

淮安 二级乙等 淮安市淮阴医院 

淮安 三级甲等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淮安 二级甲等 金湖县中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阜宁县中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建湖县中医院 

盐城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 

盐城 二级乙等 盐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滨海县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盐城 三级医院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医院 阜宁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东台市中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射阳县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医院 建湖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滨海县中医院 

盐城 二级医院 盐城市盐都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盐城 三级甲等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乙等 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医院 

盐城 二级乙等 江苏省国营新洋农场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阜宁县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乙等 响水县中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东台市人民医院 

盐城 二级甲等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中医院 

苏州 对外综合 苏州固生堂石路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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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二级甲等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 三级乙等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苏州 二级医院 苏州口腔医院 

苏州 二级乙等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人民医院 

苏州 三级乙等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苏州 对外综合 苏州国医堂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市广济医院 

苏州 三级医院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 对外综合 苏州桃花坞中医门诊部 

苏州 二级乙等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医院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 二级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慈分院 

苏州 二级乙等 常熟市梅李人民医院 

苏州 对外专科 苏州肤康皮肤病医院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市中医医院 

苏州 三级乙等 常熟市中医院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 三级甲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十梓街院区 

苏州 三级医院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苏州 三级乙等 江苏盛泽医院 

苏州 二级甲等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苏州 一级甲等 张家港市金港镇人民医院 

连云港 三级医院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连云港 三级甲等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 

连云港 二级甲等 东海县中医院 

连云港 二级乙等 灌云县人民医院 

连云港 二级甲等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连云港 二级甲等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连云港 二级甲等 灌云县中医院 

镇江 二级甲等 句容市中医院 

镇江 二级医院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镇江 二级乙等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 

镇江 一级甲等 丹阳市妇幼保健院 

镇江 二级甲等 扬中市中医院 

镇江 二级甲等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 

镇江 三级甲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镇江 二级乙等 镇江市丹徒区中医院 

镇江 三级甲等 镇江市中医院 

镇江 三级甲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 三级甲等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 对外专科 沈阳菁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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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对外综合 沈阳九州家圆医院 

呼伦贝尔 二级甲等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蒙医院 

呼和浩特 三级甲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呼和浩特 三级甲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银川 二级甲等 银川市口腔医院 

银川 二级甲等 贺兰县人民医院 

银川 二级甲等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西宁 三级甲等 青海省藏医院 

泰安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山东大学附属省耳鼻喉医院 

济南 三级甲等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潍坊 三级乙等 寿光市人民医院 

潍坊 二级甲等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烟台 三级甲等 烟台毓璜顶医院 

青岛 二级甲等 莱西市中医医院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 

青岛 二级乙等 即墨市第二人民医院 

青岛 二级乙等 莱西市市立医院 

青岛 二级甲等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 

青岛 二级甲等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院区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 对外专科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南院区 

青岛 二级甲等 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青岛 其他 青岛市市立医院(皮肤病院)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北院区 

青岛 三级甲等 青岛眼科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杏花岭区中心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太原华晋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公司职工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古交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太原 二级甲等 太原市太航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 

太原 三级甲等 山西省肿瘤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山西省荣军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中铁三局集团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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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 三级甲等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清徐县人民医院 

太原 三级甲等 山西省儿童医院 

太原 二级乙等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医院 

太原 二级甲等 太原市第九人民医院 

晋城 三级乙等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咸阳 二级甲等 永寿县中医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泾阳县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乾县人民医院 

咸阳 二级乙等 兴平市中医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泾阳县中医医院 

咸阳 一级甲等 咸阳市泾阳县妇幼保健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淳化县中医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兴平市人民医院 

咸阳 三级甲等 咸阳市中心医院 

咸阳 三级甲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咸阳 三级甲等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礼泉县中医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彬县县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长武县人民医院 

咸阳 二级乙等 咸阳中医肿瘤医院 

咸阳 三级乙等 咸阳市妇幼保健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彬县中医医院 

咸阳 二级乙等 咸阳市礼泉县人民医院 

咸阳 三级甲等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咸阳 二级乙等 咸阳市永寿县人民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武功县人民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 

咸阳 二级甲等 乾县中医医院 

商洛 二级甲等 商洛市商南县医院 

商洛 二级乙等 商洛市镇安县医院 

商洛 二级甲等 商洛市镇安县中医医院 

商洛 三级甲等 商洛市中心医院 

商洛 二级乙等 商洛市柞水县医院 

安康 二级甲等 汉阴县中医医院 

安康 二级乙等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安康 二级甲等 汉滨区第一医院 

安康 二级乙等 陕西省白河县人民医院 

安康 二级甲等 汉阴县人民医院 

安康 三级医院 安康市人民医院 

安康 二级甲等 安康市汉滨区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凤翔县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千阳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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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眉县人民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凤翔县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陇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凤翔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千阳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宝鸡市太白县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麟游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眉县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岐山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陇县人民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陈仓区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凤县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岐山县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扶风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宝鸡市千阳县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眉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金台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麟游县医院 

宝鸡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医院 

宝鸡 二级乙等 陈仓区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凤县中医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口腔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扶风县人民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陇县妇幼保健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 

宝鸡 三级甲等 宝鸡市中心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陈仓医院 

宝鸡 二级甲等 宝鸡市岐山县医院 

延安 二级甲等 延安市宜川县人民医院 

榆林 三级甲等 榆林市中医医院 

榆林 二级甲等 陕西省定边县妇幼保健院 

榆林 二级甲等 陕西省定边县中医院 

榆林 二级甲等 府谷县人民医院 

榆林 二级乙等 米脂县医院 

榆林 三级甲等 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 

榆林 三级甲等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 三级乙等 榆林市第四医院 

榆林 二级乙等 陕西省米脂县中医院 

榆林 二级甲等 榆阳区人民医院(榆林市儿童医院) 

汉中 三级乙等 汉中市人民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洋县中医院 

汉中 二级医院 佛坪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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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 二级甲等 汉中市宁强县中医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镇巴县人民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鄠邑区中医医院 

汉中 二级医院 汉中市精神病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洋县医院 

汉中 三级甲等 汉中市中心医院 

汉中 二级乙等 略阳钢铁厂职工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汉中市宁强县天津医院 

汉中 二级甲等 汉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汉中 三级甲等 汉中 3201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韩城市人民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渭南市蒲城县第二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渭南市白水县医院 

渭南 二级乙等 韩城市妇幼保健院 

渭南 二级甲等 西安交大一附院韩城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渭南市富平县医院 

渭南 二级乙等 韩城市中医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渭南市蒲城县中医医院 

渭南 二级甲等 华阴市人民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陕西航天医院 

西安 二级医院 西安市新城区中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航天总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阎良区中医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电集团医院 

西安 一级甲等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临潼区妇幼保健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蓝田县中医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未央区中医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市红会医院 

西安 一级甲等 西安天佑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西航集团医院 

西安 三级乙等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北环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陕西省人民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灞桥区中医医院 

西安 一级甲等 西安市按摩医院 

西安 二级乙等 西安市长安区中医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第六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高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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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二级甲等 陕西省核工业 417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陕西省中医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西安 二级乙等 西安市户县妇幼保健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市中医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户县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西安市第二医院 

西安 二级乙等 高陵县妇幼保健院 

西安 二级甲等 陕西省森工医院 

西安 三级乙等 长庆油田职工医院 

西安 二级乙等 五环集团职工医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西安 二级乙等 西安市长安区妇幼保健院 

西安 三级甲等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蓝田县人民医院 

西安 二级乙等 西安市长安区医院 

西安 二级甲等 周至县人民医院 

西安 三级乙等 中国兵器工业 521医院 

铜川 二级乙等 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 

铜川 一级甲等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医院 

铜川 二级乙等 铜川市宜君县人民医院 

铜川 二级乙等 铜川市印台区中医医院 

铜川 二级乙等 铜川市宜君县中医医院 

铜川 三级乙等 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 

铜川 二级甲等 铜川市中医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 

上海 其他 上海蔡同德堂中医门诊部 

上海 其他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固生堂万嘉门诊部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邮电医院 

上海 三级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市府大厦门诊部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 

上海 其他 第十二届上海名老中医膏方节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宏康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美华妇儿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泰坤堂东馆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上海 一级甲等 闵行区新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 

上海 二级乙等 上海市闵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东方医院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静衍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固生堂同保康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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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 二级乙等 闵行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康沈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院区） 

上海 二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虹桥院区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览海门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协爱早安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永华口腔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金高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广慈纪念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徐浦中医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协爱和安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院区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德馨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泰坤堂中医医院 

上海 三级乙等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新浦口腔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 三级乙等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 一级甲等 上海清沁医疗美容门诊部 

上海 三级乙等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特需诊疗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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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漠河路院区）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石门路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浦东院区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同口名雅口腔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区分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曙名中医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百佳妇产医院 

上海 三级医院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江苏路分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国医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固生堂金悦门诊部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徐汇院区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红睦房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浦锦分院 

上海 二级医院 上海衡山虹妇幼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美中嘉和肿瘤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分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同口名一口腔门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协爱德胜堂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瑞慈水仙妇儿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大柏树）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特需部 

上海 三级甲等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二级乙等 上海文艺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都庄门诊部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群力中医门诊部（上海群力草药店）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神华中医门诊部 

上海 二级医院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黄南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专科 眼科医生工作室（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 

上海 其他 沪上海派中医工作室 

上海 三级乙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上海 三级乙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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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曹安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和睦家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静安区中医医院 

上海 三级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浦东院区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新科脑康医院 

上海 二级医院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友医友杨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色医学中心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德济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上海 二级甲等 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中大肿瘤医院 

上海 一级甲等 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其他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健高儿科门诊部 

上海 二级医院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上海 二级甲等 闵行妇幼保健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江城皮肤病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其他 微医会诊中心 

上海 三级甲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圆和新太门诊部 

上海 一级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众益达中医门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 

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思睿明精神心理诊所 

上海 其他 上海宝中堂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协爱吾安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保德路）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武夷路）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上海 三级乙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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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对外专科 上海真安堂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三级乙等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岳阳医院青海路特诊部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圆和新永门诊部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金山总部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 

上海 二级乙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古北分院 

上海 三级乙等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院 

上海 二级甲等 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上海 对外综合 上海蓝生万众医院 

上海 三级甲等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 其他 微医全科（成都高新）中心 

成都 二级甲等 成都市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 对外综合 成都泰坤堂中医门诊部 

成都 三级甲等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绵阳 三级甲等 四川绵阳 404医院 

天津 二级甲等 天津嘉合医院 

天津 二级甲等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3医院和平院区（原解放军第 272医院） 

天津 三级甲等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 三级甲等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3医院（原解放军第 254医院） 

天津 一级医院 天津高新区贝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西区 对外专科 The Women's Clinic 妇产科中心 

塔城 一级甲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医院 

昆明 对外专科 昆明三博脑科医院 

嘉兴 其他 胰腺癌诊治中心 

嘉兴 三级乙等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波 对外综合 江北文教固生堂中医门诊部 

宁波 对外专科 宁波海曙固生堂中医门诊部 

宁波 对外综合 宁波鄞州固生堂钟益寿堂中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桐君堂环西中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专科 杭州仁德妇产医院 

杭州 三级甲等 微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专科 杭州杭城皮肤病医院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桐君堂城西中医门诊部 

杭州 三级甲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杭州 对外专科 杭州红房子妇产医院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钱塘医疗门诊部 

杭州 二级甲等 杭州萧山微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桐君堂第二中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桐君堂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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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二级甲等 微医全科（杭州武林）中心 

杭州 对外专科 杭州开欣诊所 

杭州 其他 杭州思睿明诊所 

杭州 对外综合 杭州桐君堂东新中医门诊部 

杭州 对外专科 杭州复旦儿童医院 

杭州 二级甲等 萧山中医骨伤科医院 

温州 三级甲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医院 

金华 二级乙等 永康医院 

重庆 三级甲等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重庆 对外综合 重庆三博江陵医院 

重庆 对外综合 重庆三博长安医院 

重庆 三级甲等 重庆新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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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云药房快速送药网络 

快速送药城市网络 

序号 省份 城市 送达时限 

1 

直辖市 

北京 

60分钟以内 

2 上海 

3 天津 

4 

广东 

广州 

5 深圳 

6 东莞 

7 佛山 

8 浙江 杭州 

9 江苏 南京 

10 山东 济南 

11 湖北 武汉 

12 四川 成都 

13 河南 郑州 

14 安徽 合肥 

平均 60分钟 

15 

内蒙 

呼和浩特 

16 包头 

17 鄂尔多斯 

18 

河北 

石家庄 

19 保定 

20 廊坊 

21 邯郸 

22 秦皇岛 

23 
四川 

广安 

24 广元 

25 
黑龙江 

哈尔滨 

26 鹤岗市 

27 

浙江 

宁波 

28 舟山 

29 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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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广东 阳江 

31 

山东 

泰安 

32 烟台 

33 济宁 

备注：上述城市的城区核心区域可快速送药。网络不定期优化、更新，具体以平台服务为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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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重疾绿通 521医院列表 

注：以下医院列表以实际服务时提供的为准。 

所在城市 三级甲等医院全称 

北京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妇产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男科中心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 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回龙观医院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西院） 

北京 北京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附属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老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新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天坛部）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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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南区)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广安门中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大兴中医院）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 （本院）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西区舰船院区）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东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西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5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北京 466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2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八大处整形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原成都铁路中心医院) 

成都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成都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 

成都 华西第四医院（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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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本部）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院区）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成都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成都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成都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体育医院） 

成都 四川省康复医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成都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成都空军医院) 

绵阳 绵阳市中心医院 

绵阳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绵阳 绵阳市中医院 

绵阳 绵阳四 0四医院 

宜宾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宾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充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充 南充市中心医院（川北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南充 嘉陵区人民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嘉陵院区） 

乐山 乐山市人民医院 

乐山 乐山市中医院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大连新华医院）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沈阳铁路局大连医院） 

大连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肿瘤医院） 

大连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大连 大连市友谊医院（大连市红十字医院）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科） 

大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〇医院（大连 210 医院） 

东莞 东莞东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东莞 东莞康华医院 

东莞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 

东莞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原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 

东莞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东莞市中医院 

东莞 广东医学院附属厚街医院 

东莞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旗峰分院（老东华医院） 

佛山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JCI国际认证医院，简称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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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 

佛山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佛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 

佛山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即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 

佛山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佛山医院（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佛山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 南海妇幼保健院（南海区妇儿医院） 

佛山 顺德中医院（顺德医院） 

福州 福建省妇幼保健医院 

福州 福建省立医院 

福州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省立金山医院） 

福州 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州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福州红十字医院，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福州 福州肺科医院（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 

福州 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建省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福州 福州市第四医院（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福州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福州 福州市中医院（福州市人民医院） 

福州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九三医院）又称东方医院 

福州 武警福建总队医院 

广州 番禺中心医院（番禺人民医院） 

广州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应急医院） 

广州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海珠院区）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越秀院区） 

广州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罗冲围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天河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下塘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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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分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总院） 

广州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州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分院 

广州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原广州市儿童医院和广州市妇幼保健院（广州市妇婴

医院）整合而成） 

广州 广州市妇婴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婴院区）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中医院（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 
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广州市脑

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总院） 

广州 广州市中西结合医院 

广州 广州市中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州市肿瘤医院） 

广州 广州中山眼科医院（中山大学眼科中心）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广州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总部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华瑞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广州空军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胃肠肛门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贵阳 贵航贵阳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贵航三 00医院） 

贵阳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贵州金阳医院) 

贵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阳 贵阳市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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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阳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贵阳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贵阳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阳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 贵州省中医医院 

贵阳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市中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医大三院） 

哈尔滨 哈医大口腔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黑龙江省第四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暨黑龙江省第二肿瘤医院（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道外分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中日友谊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医大二院）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海口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口 海口市中医院 

海口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海口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口 海南省中医院 

海口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口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海南 187医院） 

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院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杭州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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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杭州市西溪医院，又名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杭州 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第二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第一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第二中医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浙江省精神卫生研

究院) 

杭州 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立医院） 

杭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杭州 浙江医院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又名浙江省中山医院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杭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合肥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合肥 安徽省儿童医院 

合肥 安徽省肿瘤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合肥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合肥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本部） 

合肥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蜀山分院） 

合肥 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合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五医院 

合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武警安徽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吉林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北华大学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 

吉林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 吉林大学附属吉林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吉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吉林 吉林肛肠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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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吉林市人民医院（吉林铁路中心医院） 

吉林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解放军第四六五医院） 

吉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二医院 

济南 济南军区总医院 

济南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济南 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济南 济南市口腔医院 

济南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 济南市中医医院 

济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济南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山东省口腔医院） 

济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济南 山东省妇产医院（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济南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济南 山东省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济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 山东省胸科医院 

济南 山东省肿瘤医院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东院）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西院）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鲁医院 

济南 章丘区中医医院 

济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六医院（济南军区空军医院） 

昆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 昆明市儿童医院 

昆明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昆明 昆明市中医院 

昆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昆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大医院） 

昆明 昆明医学院附属延安医院 

昆明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红十字会医院） 

昆明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昆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 

昆明 云南省中医院 

兰州 甘肃省人民医院 

兰州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兰州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兰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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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 江西省儿童医院 

南昌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南昌 江西省精神病医院 

南昌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南昌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南昌 江西省胸科医院 

南昌 
江西省中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江西省

骨伤医院） 

南昌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昌市第一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江西省口腔医院） 

南昌 南昌市第二医院（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 南昌市第九医院 

南昌 南昌市第三医院 

南昌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南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南京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 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河西分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南京 江苏省口腔医院（江苏省红十字口腔医院） 

南京 江苏省老年医院（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 解放军八一医院 

南京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南京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南京 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 

南京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 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南京 南京市同仁医院 

南京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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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第二中医院）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454医院） 

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 

南宁 广西民族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南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南宁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区儿童医院）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南宁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宁 南宁市中医院 

南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三医院 

宁波 宁波大学附属医院（宁波市第三医院） 

宁波 宁波李惠利医院（宁波医疗中心） 

宁波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 宁波市第六医院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市妇幼保健院 宁波市红十字医院） 

宁波 宁波市康宁医院 

宁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宁波 宁波市中医院 

宁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3医院 

青岛 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纺织医院） 

青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岛 青岛阜外医院 

青岛 青岛海慈医院 

青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原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青岛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院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 

青岛 青岛眼科医院 

青岛 山东青岛疗养院 

青岛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青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O一医院（南院区） 

潍坊 潍坊市人民医院 

潍坊 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 解放军八十九医院（解放军第 89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9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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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 潍坊市脑科医院 

潍坊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潍坊 益都中心医院（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潍坊 诸城市中医院 

潍坊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济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济宁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宁 曲阜市中医院 

济宁 兖矿集团总医院 

济宁 山东省戴庄医院（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临沂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沂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临沂市中心医院、临沂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沂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原临沂市妇幼保健院、临沂市儿童医院） 

临沂 临沂市中医院 

菏泽 菏泽市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集团菏泽医院） 

菏泽 单县中心医院 

菏泽 菏泽市中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菏泽 山东省菏泽市市立医院分院 

烟台 烟台毓璜顶医院 

烟台 滨医烟台附院（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烟台 烟台市中医院 

烟台 蓬莱市中医医院 

烟台 莱州市中医医院 

烟台 烟台山医院（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中法友谊医院） 

烟台 烟台口腔医院 

烟台 烟台山医院南院（烟台市职业病医院 烟台市肿瘤医院） 

烟台 烟台市精神卫生中心 

泰安 泰安市中心医院 

泰安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泰安 新泰市中医院 

泰安 肥城中医医院 

泰安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 

泰安 泰安 88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8医院) 

淄博 淄博市第一医院 

淄博 淄博市中心医院北院 

淄博 解放军 148医院 

淄博 淄博市中心医院 

淄博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又名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 

淄博 淄博市第八人民医院（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淄博 淄博市中医院 

聊城 聊城市人民医院 

聊城 聊城市中医医院（聊城市骨科医院、聊城市慈善医院） 

聊城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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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 聊城第四人民医院（聊城市心理医院、聊城市精神卫生中心） 

德州 德州市人民医院 

德州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枣庄 枣庄市立医院 

枣庄 枣庄市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枣庄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山东能源枣矿集团中心医院） 

枣庄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滨州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亚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亚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301海南分院）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厦门 厦门市第五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同民分院) 

厦门 厦门市仙岳医院 

厦门 厦门市中医院 

厦门 厦门眼科中心医院 

厦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四医院（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枫林路门诊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黄埔院区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金山本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区分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闵行门诊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市府大厦门诊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本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东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江苏路分部）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五官科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五官科医院）浦东分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本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东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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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浦东分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本部）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部）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北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北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远洋分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南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虬江路分院） 

上海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闸北区门诊住院部） 

上海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长宁区门诊部） 

上海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浦东分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中医医院（石门路门诊）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中医医院（芷江路门诊）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南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属肺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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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大华门诊部）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分院） 

上海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医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原名“深圳市中心医院”） 

深圳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深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红荔路） 

深圳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平乐骨伤医院 

深圳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中医院 

深圳 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深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深圳市肿瘤医院） 

沈阳 辽宁省肛肠医院 

沈阳 沈阳市中医院 

沈阳 辽宁省金秋医院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 

沈阳 沈阳 463医院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辽宁省红十字医院） 

沈阳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沈阳 沈阳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原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沈阳 辽宁省肿瘤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沈阳 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辽宁省中医院）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沈阳 沈阳骨科医院 

沈阳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沈阳市肿瘤医院） 

沈阳 沈阳市儿童医院 

沈阳 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沈阳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沈阳二四二医院） 

沈阳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沈阳 中国医大口腔医院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石家庄 河北省儿童医院（省第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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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河北省人民医院 

石家庄 河北省中医医院（河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石家庄 石家庄第四医院（石家庄妇产医院）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石家庄 石家庄市中医院（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石家庄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石家庄 河北省中医院 

邯郸 邯郸市中医院（河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邯郸 邯郸市第一医院（邯郸市医院） 

邯郸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邯郸 
峰峰集团总医院 （六合沟煤矿医院,翼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峰峰集团有限公

司总医院,晋冀鲁豫工矿局医院,峰峰矿务局医院,峰峰矿务局第一医院） 

保定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保定 保定第二中心医院 

保定 河北涿州市医院 

保定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保定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保定 保定市第一医院 

保定 二五二医院 

保定 保定市第二医院 

保定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北院 

保定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保定 邢台市人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保定 河北省眼科医院（原邢台眼科医院） 

沧州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沧州 沧州市二医院（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 沧州市人民医院专院区 

沧州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沧州 沧州人民医院颐和院区 

沧州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唐山 唐山工人医院 

唐山 开滦总医院 

唐山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唐山市妇儿医院） 

唐山 唐山市中医院 

唐山 唐山市人民医院（唐山市肿瘤医院、唐山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唐山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 

秦皇岛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秦皇岛 秦皇岛妇幼保健院 

秦皇岛 秦皇岛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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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承德 承德市中医院（原第五医院） 

承德 承德市中心医院（承德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衡水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衡水市人民医院、简称哈院）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核工业总医院）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市中医院 

苏州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苏州市传染病医院） 

苏州 苏州同济医院 

苏州 苏州市华夏口腔医院 

苏州 苏州市九龙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苏州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常熟医院） 

苏州 常熟市新区医院（常熟市中医院） 

苏州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吴江医院） 

苏州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苏州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张家港医院） 

苏州 昆山市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苏州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太仓医院） 

太原 山西省太原精神病医院（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 

太原 山西大医院 

太原 山西省眼科医院 

太原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山西省职业病医院） 

太原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太原 山西中西医结合医院 

太原 山西省人民医院 

太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4医院 

太原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太钢总医院烧伤整形中心） 

太原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山西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太原 山西省眼科医院 

太原 山西省针灸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太原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太原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省中医院研究所） 

太原 山西省肿瘤医院（山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中医院） 

太原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太钢总医院） 

太原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太原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太原市结核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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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太原 太原市中心医院 

天津 北京大学滨海医院（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 天津儿童医院 

天津 天津市 254医院 

天津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天津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医院 

天津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 天津市人民医院（天津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市天津医院 

天津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中研院附属医院（天津市长征医院 ） 

天津 天津血液病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天津中医院）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天津男科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兵团医院（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铁路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医院） 

乌鲁木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无锡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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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无锡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 

无锡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

心) 

无锡 无锡市中医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院） 

无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一医院（无锡市太湖医院） 

武汉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 

武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湖北省妇女儿童医院） 

武汉 湖北省武警总医院 

武汉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武汉 湖北省中医院 

武汉 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武汉 湖北省肿瘤医院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湖北省老年病医院）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 黄陂区中医医院 

武汉 武钢总医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武汉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武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武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武汉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武汉 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 

武汉 武汉市第三医院 

武汉 武汉市第五医院 

武汉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 

武汉 武汉市普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 

武汉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原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原武汉市

第二结核病医院） 

武汉 武汉市中医医院 

武汉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七医院（空军汉口医院）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解放军医院）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西安 陕西省中医院 

西安 陕西省肿瘤医院（陕西省肿瘤防治研究所、陕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西安 西安 323医院 

西安 西安高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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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 

西安 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院 

西安 西安市第三医院 

西安 西安市第四医院 

西安 西安市第五医院 

西安 西安市第一医院 

西安 西安市红会医院（原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西安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西安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西安 西安市铁路中心医院（西安市第九医院） 

西安 西安市胸科医院（西安市结核病医院） 

西安 西安市中心医院 

西安 西安市中医医院 

西安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西宁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西宁 青海省解放军第四医院 

西宁 青海省人民医院 

西宁 青海省心血管医院 

西宁 青海省中医院 

西宁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西宁 青海省藏医院 

西宁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西宁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长春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原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长春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长春 吉林省肿瘤医院 

长春 长春市儿童医院 

长春 长春市妇产医院 

长春 长春市中心医院 

长春 长春市中医院 

长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 

长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〇八医院（208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长春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长春 吉林省人民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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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长沙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长沙 湖南省胸科医院（湖南省结核病医院）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沙 浏阳市中医医院 

长沙 长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 北院 

长沙 长沙市中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长沙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长沙 湖南省肿瘤医院 

长沙 湖南省儿童医院 

长沙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郑州 河南省骨科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 

郑州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郑州 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 郑州人民医院（郑州第五人民医院） 

郑州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 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郑州 郑州市中医院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 河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重庆 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院（重庆新桥医院）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重庆 垫江县中医院 

重庆 江津区中心医院（原江津区人民医院） 

重庆 九龙坡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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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开州区人民医院 

重庆 铜梁区中医院 

重庆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重庆 云阳县中医院 

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重庆和平医院） 

重庆 重庆北碚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北碚中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国医苑 

重庆 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 

重庆 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西结合医院） 

重庆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市妇产科医院，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 

重庆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重庆市口腔医院、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重庆 重医大附一院金山医院 

重庆 重庆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口腔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 

重庆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银川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银川 宁夏人民医院 

银川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银川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银川 宁夏中医医院（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 

银川 银川市中医医院 

拉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拉萨 西藏军区总医院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景德镇第二人民医院） 

宜春 宜春市人民医院（原地区医院） 

新余 新余市人民医院 

九江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昌大学附属九江医院，九江市生命活水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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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赣南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 

鹰潭 鹰潭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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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名医二诊疾病清单 

名医二诊（188种疾病） 

序号 一般疾病 重疾 

1 粘液脓性结膜炎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2 支原体性肺炎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3 阴囊湿疹 主动脉手术 

4 痛经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5 胃肠型感冒 严重原发性心肌病 

6 外阴疖 严重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7 维生素 A缺乏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8 痛性痉挛 心脏瓣膜手术 

9 偏头痛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10 头皮开放性损伤 严重心肌炎 

11 外耳道疖 严重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 

12 疱疹性咽峡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13 头皮挫伤 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 

14 手足口病 特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15 流行性感冒 室壁瘤切除术 

16 头面颈部皮肤感染 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17 排卵期出血 颅脑手术 

18 淋巴结炎 脑中风后遗症 

19 尿道炎 良性脑肿瘤 

20 女性盆腔炎 急性心肌梗塞 

21 面神经麻痹(面瘫) 严重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22 链球菌性扁桃体炎 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23 泌尿道感染 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24 肋软骨炎 语言能力丧失 

25 紧张性头痛 植物人状态 

26 精囊炎 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27 急性分泌性中耳炎 小肠移植 

28 急性胃肠炎 脊髓小脑变性症 

29 龟头包皮炎 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30 蛔虫病 严重哮喘 

31 踝关节扭伤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32 
变应性结膜炎(免疫性结膜

炎) 
重大器官移植术 

33 指甲沟炎 双耳失聪 

34 足癣 胰腺移植 

35 乳头炎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36 饮食性钙缺乏 主动脉夹层瘤 

37 股癣 原发性脊柱侧弯的矫正手术 

38 带状疱疹 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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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毛囊炎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40 丘疹性荨麻疹 双目失明 

41 肢体皮肤感染 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 

42 足皮肤感染 肾髓质囊性病 

43 咽鼓管炎 嗜铬细胞瘤 

44 阴囊炎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45 下肢皮肤感染 深度昏迷 

46 锌缺乏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47 胃食管反流 肝豆状核变性 

48 细菌性阴道炎 急性肺损伤（ALI）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49 面部擦伤 严重慢性缩窄性心包炎 

50 胃肠功能紊乱 多处臂丛神经根性撕脱 

51 乳房挫伤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52 乳汁过少 艾森门格综合征 

53 面部软组织挫伤 多发性硬化 

54 老年性阴道炎 严重Ⅰ型糖尿病 

55 脐炎 成骨不全症第三型 

56 躯干皮肤感染 恶性肿瘤（含原位癌） 

57 急性支气管炎 重症肌无力 

58 念珠菌性阴道炎 严重克隆病 

59 皮肤擦伤 血管性痴呆 

60 睑腺炎(麦粒肿) 脊髓灰质炎导致的永久性肢体瘫痪 

61 膀胱炎 瑞氏综合症 

62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严重癫痫 

63 急性咽喉炎 进行性风疹性全脑炎 

64 鼻前庭炎 严重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65 光照性皮炎 坏死性筋膜炎 

66 结膜出血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不包括酒精作用所致 

67 急性扁桃体炎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68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严重帕金森病 

69 肠系膜淋巴结炎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70 病毒性结膜炎 胆道重建手术 

71 产褥期乳头皲裂 细菌性脑脊髓膜炎 

72 病毒性感冒 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73 接触性皮炎 慢性复发性胰腺炎 

74 脂溢性皮炎 侵蚀性葡萄胎（或称恶性葡萄胎） 

75 眼睑皮炎 严重川崎病 

76 急性荨麻疹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77 急性腮腺炎 Ⅲ度房室传导阻滞 

78 水痘 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坏疽 

79 单纯疱疹 肌萎缩脊髓侧索硬化后遗症 

80 皮肤疖肿 肺淋巴管肌瘤病 

81 口角炎 严重获得性或继发性肺泡蛋白质沉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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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趾甲沟炎 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83 湿疹 严重大动脉炎 

84 口腔疱疹 严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 

85 乳房浅表损伤 肺源性心脏病 

86 过敏性鼻炎(变应性鼻炎)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87 急性咽炎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88 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路易体痴呆 

89 急性鼻窦炎 —— 

90 病毒性咽炎 —— 

91 冻疮 —— 

92 痱子 —— 

93 滴虫性阴道炎 —— 

94 便秘 —— 

95 疥疮 —— 

96 斑秃 —— 

97 口腔黏膜溃疡 —— 

98 腹泻 —— 

99 细菌性肺炎 —— 

100 细菌性肠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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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康复护理服务城市列表 

省份 地级市（服务可覆盖下列城市市辖区范围，不包含下辖县、县级市） 数量 

直辖市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4 

河北省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

坊、衡水 
11 

山西省 
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

城 
11 

内蒙古 
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呼伦贝尔、通辽、乌兰察布、鄂尔多斯、

巴彦淖尔、锡林郭勒、兴安 
11 

辽宁省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

锦、铁岭、朝阳、葫芦岛 
14 

吉林省 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白城、松原、延边 9 

黑龙江

省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伊春、鸡西、鹤岗、双鸭

山、七台河、绥化、黑河 
12 

江苏省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

镇江、泰州、宿迁 
13 

浙江省 
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舟

山 
11 

安徽省 
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黄山、阜阳、

宿州、滁州、六安、宣城、池州、毫州 
16 

福建省 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南平、宁德 9 

江西省 
南昌、赣州、宜春、吉安、上饶、抚州、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

鹰潭 
11 

山东省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

照、滨州、德州、聊城、临沂、菏泽、莱芜 
17 

河南省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

漯河、三门峡、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 
17 

湖北省 
武汉、黄石、十堰、荆州、宜昌、襄阳、鄂州、荆门、黄冈、孝感、咸

宁、随州、恩施、潜江、神农架、天门、仙桃 
17 

湖南省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张家界、益阳、常德、娄底、

郴州、永州、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4 

广东省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湛江、肇庆、江门、茂名、惠

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潮州、揭阳、云浮 
21 

广西省 
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崇左、来宾、贺州、玉林、百色、河

池、钦州、防城港、贵港 
14 

海南省 海口、三亚、三沙、儋州、昌江、琼海、万宁 7 

四川省 
成都、绵阳、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

资阳、宜宾、南充、达州、雅安、广安、巴中、眉山、凉山 
19 

贵州省 
贵阳、六盘水、遵义、铜仁、毕节、安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9 

云南省 
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普洱、保山、丽江、临沧、楚雄、大理、德

宏、红河、文山、西双版纳 
14 



 

                                                                悦享健康  悦享生活 

79 
 

西藏 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林芝、阿里 7 

陕西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安康、商洛、延安、榆林 10 

甘肃 
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酒泉、张掖、武威、定西、陇南、

平凉、庆阳 
12 

青海 西宁、海东、海西、海北、海南 5 

宁夏 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 5 

新疆 
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吐鲁番、哈密、阿克苏、阿勒泰、博尔塔拉、昌

吉、库尔勒、石河子、伊犁 
11 

合计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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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院后居家上门康护服务项目 

类

别 
服务项目 具体内容 

一

、 

现

状 

评

估 

1.现状评估 

1.1测量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血氧含量、血压 

1.2测量血糖（如必要） 

1.3根据专业量表进行（如必要）： 

1.3.1导管、皮肤、伤口情况评估 

1.3.2生活自理能力、营养状况、系统功能状态评估 

1.3.3压疮、静脉血栓、误吸、跌倒、坠床等风险评估 

1.3.4居家环境评估 

2.异常情况就医指

导 

2.1根据评估结果，给予就医建议 

2.2针对客户情况，提供一定的就医协助 

二

、 

生

活 

照

料 

3．面部清洁 

根据客户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3.1其采用适宜的清洁方法 

3.2其采用适宜的梳头方法 

3.3其采用适宜的剃须方法（男性客户） 

4．洗发沐浴 

根据客户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4.1其采用适宜的洗发方法 

4.2其采用适宜的沐浴方法（淋浴/坐浴/盆浴/床上擦浴） 

4.3其使用现有洗发沐浴辅具 

5．手、足清洁 

根据客户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5.1其进行手部清洁 

5.2其进行足部清洁 

6．修剪指/趾甲 

根据客户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6.1其修剪指/趾甲 

6.2其使用现有指/趾甲护理用具 

（不包括灰指甲、嵌甲等需专业处理的情况，如发现以上情况，

给予应对建议） 

7．皮肤管理 

针对客户皮肤问题（如破损、湿疹、水肿、干燥、疤痕等）,指

导： 

7.1其采取适当方法应对 

7.2其观察要点，对问题及其改善情况进行持续观察 

7.3其使用现有皮肤保护辅助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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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服务项目 具体内容 

8．进食指导 

根据客户病情、饮食习惯、进食能力等情况，指导： 

8.1其执行营养医嘱 

8.2其饮食原则 

8.3其采取适宜的进食体位 

8.4其使用现有进食辅具 

9．如厕照护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9.1其采取适宜的如厕方法 

9.2其使用现有如厕移动辅具 

9.3失禁对象使用现有辅具/用品 

9.4失禁对象进行局部皮肤清洁 

10.翻身、叩背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10.1其采取适宜的翻身体位 

10.2其正确进行肢体安置 

10.3其采取正确的翻身方法 

10.4其选择适宜的翻身频次 

10.5其采取正确的叩背方式 

10.6促进排痰的方法 

11.生活自理能力 

维持与恢复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能力状况，协助并指导： 

11.1其进行自理进食能力的维持与恢复 

11.2其进行个人卫生、穿脱衣物自理能力的维持与恢复 

11.3其进行床椅转移等移动能力的维持与恢复 

11.4其正确使用现有辅具 

三

、 

专

项 

指

导 

12.生命体征观察

指导 

针对血压、体温、脉搏、呼吸、血糖等项目，指导： 

12.1其进行正常值与异常值的判断 

12.2其采用正确的测量与记录方法 

12.3其采取针对异常情况的应对方法 

12.4其正确使用、清洁保养现有测量工具 

13.疼痛应对指导 

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指导： 

13.1其进行疼痛程度的科学判断 

13.2其采用适当的疼痛缓解应对方法，如冷热疗法、按摩等 

14.服药依从性指

导 

根据客户的医嘱用药：  

14.1设立用药提醒 

14.2制订药物使用记录单 

14.3指导药物使用（用药方法、途径、配伍禁忌、注意事项等） 

14.4给予现有药物相关辅具的使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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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服务项目 具体内容 

15.导管照护指导 

根据客户的置管及自身情况，指导： 

15.1其进行日常观察，如导管的有效性、引流液的色、质、量等 

15.2其对异常情况（如局部皮肤异常、导管堵塞、引流异常等）

进行判断并采取适宜的应对方法 

15.3其学习日常护理的原则与方法，如导管的固定、敷料的保护、

周围皮肤的清洁等 

16.伤口管理指导 

根据客户伤口情况，指导： 

16.1其进行日常观察，如伤口有无疼痛、红肿热痛、渗血渗液等 

16.2其学习伤口敷料的保护方法 

16.3其学习伤口周围皮肤清洁方法 

16.4其采取适宜的环境温、湿度 

16.5其根据医嘱，前往医院就医换药 

16.6其针对异常/意外情况的应对方法 

17.骨伤照护指导 

根据客户的病情及自身情况，指导： 

17.1其进行体位/功能位的安置 

17.2其选择针对性功能维持与恢复方法 

17.3其进行伤口周围皮肤的观察与清洁 

17.4其使用现有支具 

17.5其根据医嘱，前往医院就医随访 

17.6其针对异常/意外情况的应对方法 

 

18.功能维持与恢

复指导 

根据客户自身情况，根据医学专家建议督促并指导： 

18.1其进行肢体功能的维持与恢复，如 

18.1.1卧床肢体摆放、体位的保持方法 

18.1.2关节主、被动活动方法 

18.1.3翻身、坐起、转移等的正确方法 

18.1.4现有辅具的使用 

18.2其进行语言功能的维持与恢复，如 

18.2.1发音功能的维持与恢复 

18.2.2相关肌肉群功能的维持与恢复 

18.2.3书写功能的维持与恢复 

18.2.4理解力的维持与恢复 

18.2.5现有辅具的使用 

18.3吞咽功能的维持与恢复，如 

18.3.1与吞咽困难等级匹配的安全进食、喂食方法 

18.3.2现有辅具的使用 

18.4认知能力的维持与恢复，如 

18.4.1记忆力的维持与恢复 

18.4.2方向感的维持与恢复 

18.4.3学习、组织、计划能力的维持与恢复 

18.4.4应变能力、判断力的维持与恢复 

18.4.5现有辅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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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心肺功能的维持与恢复，如 

18.5.1科学呼吸方法的选择 

18.5.2耐力、肌力的维持与恢复 

18.6科学的术后运动方法 

 
19.放、化疗副作用

应对指导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自身情况，指导： 

19.1其采取适宜的血管保护方法 

19.2其采取适宜的局部皮肤保护方法 

19.3其进行并发症（脱发、免疫功能损伤等）的观察、预防与应

对 

四

、 

健

康 

促

进 

 

20.生活方式指导 

根据客户情况，指导： 

20.1其建立健康的睡眠、运动、社交等生活习惯 

20.2其对疾病突发状况采取适当的应对方法 

21.居家风险防范

指导 

根据客户情况以及居家环境，指导： 

21.1其预防并应对坠床、跌倒、误吸、烫伤、误食等意外情况 

21.2其合理使用现有辅具 

22.营养指导 

22.1解读医院出具的营养报告或饮食建议 

22.2根据客户的疾病与自身情况，推荐营养专家，提供针对性营

养方案 

22.3现有辅具/用品的使用方法指导 

22.4平衡膳食的原则与方法指导 

23.压疮预防指导 

根据客户疾病及自身情况，指导： 

23.1其采取措施预防压疮 

23.2其对压疮易发部位进行观察并学习应对方法 

23.3其使用现有辅具 

24.静脉血栓预防

指导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自身情况，指导： 

24.1其采取适宜的静脉血栓预防措施 

24.2其掌握静脉血栓的观察方法 

24.3其使用现有辅具 

五

、 

心

理 

关

怀 

25.心理关怀 

根据客户的疾病及自身情况： 

25.1解答其有关疾病、康复等方面的疑问 

25.2疏解其负面情绪 

25.3鼓励其及家属适当宣泄与表达 

25.4协助其与外界进行良好沟通 

25.5指导其及家属采取适宜的解压、放松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