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院康复服务流程介绍

服务内容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专科医生初次诊断罹患

保险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重度”，在住院期间，如需使用住院康复服务，在经过保

险权益审核后，我们会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为您提供住院康复服务和费用直付服务。

服务流程

第一步：报案和理赔资格审核

一旦您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重度”并需要住院康复服务时，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

首先会确认您的理赔资格。您可以拨打泰康在线客服电话 40006-95522 与我们取得联系，并

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理赔申请书；

（二）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出院记录、由医院专科医生出具的对被保险人的疾病诊断证

明书以及由医院出具的与该疾病诊断证明书相关的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

法检验报告；

（四）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五）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您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如果您未提交住院康复服务申请或者理赔资格审核未通过，我们不提供住院康复费用

直赔。

第二步：服务安排

保险权益申请审核通过后，我们将委托授权的第三方服务商为您安排优质的住院康复服

务，网络内医疗机构详见附表一。同时，需您提供以下信息，请您协助提供：

1、住院医院及科室病区；

2、住院时间；

3、期望护工类型；

第三步：康复费用直赔



保险权益审核通过后，您将填写保险金领取授权书，授权我们指定第三方服务商与我们

直接结算。对于我们应承担保险金赔偿部分的住院康复费用，您无需支付该部分费用，但您

应自行支付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费用。

常见问题解答

问：若我自行预定了住院护工，是否可以享受住院康复服务？费用是否能够理

赔？

答：若您已按上述“服务流程”预约住院康复服务提出预约，审核通过后我

司为您安排住院康复服务，可以享有住院康复服务及费用直赔。

若您未通过审核自费预约住院护工，是不可以享受住院康复服务的，费

用可申请事后报销。

附表一：住院康复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列表：

省份 城市 医疗机构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省 亳州市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巢湖市 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市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 池州市 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滁州市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毫州市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蚌埠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安医大一附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淮南市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黄山市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黄山市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宿州市 宿州市立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立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中医医院

安徽省 宣城市 宣城市人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首都机场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北大康复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海淀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大康复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第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和睦家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东方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回民医院

福建省 福安市 宁德市闽东医院

福建省 龙海市 龙海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龙岩市 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邵武市 邵武市立医院

福建省 石狮市 石狮市总医院

福建省 武夷山市 武夷山市立医院

福建省 长乐市 长乐市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总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建省 晋江市 福建晋江市医院

福建省 南平市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福建省 宁德市 宁德军区总医院

福建省 莆田市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三明市 三明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长庚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福建省 漳州市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甘肃省 白银市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酒泉市 酒泉市人民医院

甘肃省 陇南市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平凉市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

甘肃省 庆阳市 庆阳市人民医院

甘肃省 定西市 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定西市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 金昌市 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重离子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军区总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甘肃省 天水市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甘肃省 张掖市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州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河源市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信宜市 信宜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康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厚街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虎门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清溪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中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康华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胸科医院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中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揭阳市 揭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开平市 开平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罗定市 罗定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名市中医院

广东省 梅州市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梅州市 梅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清远市 清远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清远市 清远市中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韶关市 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省 韶关市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学总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暨南大学深圳华侨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附属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龙城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台州市 台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中医医院

广东省 云浮市 云浮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肇庆市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肇庆市 肇庆市中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珠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 北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 崇左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 贵港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 贺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 来宾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江滨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 梧州市工人医院

贵州省 安顺市 安顺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 六盘水市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 仁怀市 仁怀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 毕节市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都钧市 黔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 都钧市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武警贵州总队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贵州省 凯里市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省 铜仁市 贵州省铜仁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 遵义市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省 遵义市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海南省 三沙市 三沙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儋州市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中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海南省 琼海市 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三亚市 北京 301 海南分院

海南省 三亚市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海南省 三亚市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三亚市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定州市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定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承德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承德市中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邯郸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邯郸市中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廊坊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廊坊市中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中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老年病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开栾总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市第四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开滦总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邢台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河南省安阳市第三人民院

河南省 安阳市 河南省安阳市第二人民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登封市 登封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巩义市 河南省巩义市中医院

河南省 鹤壁市 鹤壁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五官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孟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沁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康复医院



河南省 焦作市 孟州市中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河南大学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回族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开封市陇海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漯河市 漯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漯河市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邓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河南省平顶山市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汝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平顶山市 舞钢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濮阳市 濮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濮阳市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河南省 濮阳市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 沁阳市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湖滨区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乡市中医院

河南省 信阳市 信阳市中医院

河南省 信阳市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立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中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禹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中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煤炭总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电力医院

河南省 周口市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周口市 周口市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鹤岗市 鹤岗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黑河市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鸡西市 鸡西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 红兴隆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绥化市 绥化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市中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骨伤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佳木斯市中医院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 伊春市 伊春市林业中心有医院

黑龙江省 伊春市 伊春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恩施市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冈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冈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市第二医院

湖北省 黄石市 大冶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中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沙洋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胸科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洪湖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第五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湖北省 潜江市 湖北潜江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国药东风总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神农架林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铁路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丹江口市第二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丹江口市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武汉华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新华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中山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四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七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九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四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汉口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赤壁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中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康复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安陆市中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应城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汉川市中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汉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中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枝江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夷陵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当阳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当阳市长坂坡医院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市中医院

湖南省 娄底市 娄底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浏阳市 浏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宁乡市 宁乡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中心医院湘潭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 株洲市 雅吾株洲诊所

湖南省 株洲市 株洲市第一医院

吉林省 通化市 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省 四平市 吉林省脑科医院

吉林省 松原市 吉林油田总医院

吉林省 延吉市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

吉林省 延吉市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中医院骨伤矫形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圣心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中医院

吉林市 辽源市 辽源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熟市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海门市 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江阴市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第一人医院

江苏省 启东市 启东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宜兴市 宜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张家港市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靖江市 靖江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海港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建邺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东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一医院分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海门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省 苏州市 太仓市中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太仓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红十字中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平江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眼耳鼻喉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太仓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肾脏病诊疗中心

江苏省 宿迁市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宿迁市 宿迁市钟吾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北塘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新区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矿山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邳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中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友好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洪泉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高邮市中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扬中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抚州市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州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州市立医院



江西省 吉安市 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省 吉安市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西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省 萍乡市 萍乡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上饶市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省 上饶市 上饶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上饶市 上饶市肿瘤医院

江西省 新余市 新余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宜春市 宜春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鹰潭市 鹰潭市人民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医院

辽宁省 辽阳市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盘锦市 盘锦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金山医院

辽宁省 朝阳市 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辽宁省 丹东市 辽宁省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市第二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市中医院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辽宁省 海城市 海城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浑河新城中西医结合医院

辽宁省 铁岭市 铁岭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乌海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古包钢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古一机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肿瘤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赤峰市第三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大同市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大同市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大同市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朔州市 朔州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朔州市 朔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朔州市 朔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朔州市 朔州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内蒙古通辽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锡林郭勒分院

内蒙古自治区 忻州市 忻州市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忻州市 忻州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浩特市 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固原市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 宁夏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宁夏吴忠市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 宁夏中卫市人民医院

青海省 海东市 海东市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 滨州市 山东滨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州市滨城区市立医院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州市立医院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州联合医院

山东省 德州市 乐陵市中医院

山东省 东营市 东营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菏泽市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 菏泽市 菏泽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中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南院

山东省 济宁市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莱芜市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聊城市 聊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聊城市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 聊城市 聊城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 临沂市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临沂市 临沂市中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立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四方区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李沧区中心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日照市 日照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日照市 日照市中医院



山东省 日照市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安市中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新泰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安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 滕州市 滕州市工人医院

山东省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省 威海市 威海卫人民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市中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寒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中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蓬莱市中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栖霞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 枣庄市 薛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枣庄市 山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齐都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铝业公司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市级机关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博市博山区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汾阳市 山西省汾阳医院

山西省 汾阳市 汾阳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高平市 高平市中医院

山西省 古交市 西山煤电古交矿区总医院

山西省 古交市 古交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河津市 河津市中心医院山西铝厂职工医院

山西省 河津市 河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市二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煤业古书院矿医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临汾市 临汾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潞城市 潞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潞城市 潞城市中医院

山西省 吕梁市 吕梁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吕梁市 离石区人民医院

山西省 吕梁市 离石区中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大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西曲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古交中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铁路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协和医院

山西省 永济市 永济市中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第三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盐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中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市中医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市城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安康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商洛市 商洛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铜川市 铜川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汉中市 汉中三二〇一医院

陕西省 渭南市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咸阳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 延安市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第一医院-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中国和平福利保健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岳阳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长海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广元市 广元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广元市 广元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三六三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武警四川省总队成都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铁路分局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军区机关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十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友谊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地质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第一骨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新都区成都泰兴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三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建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航天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中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骨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万源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绵竹市中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德阳第五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广汉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

四川省 乐山市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乐山市肿瘤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眉山三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眉山骨科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市肿瘤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铁厂职工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内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攀枝花市 攀枝花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遂宁市民康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职业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总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环湖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泰达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公安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大学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肺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武警天津总队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安宁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医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保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阜康市 新疆阜康市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库尔勒市 库尔勒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保山市 保山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丽江市 丽江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临沧市 临沧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曲靖市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昭通市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大理市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市中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中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同仁医院

云南省 普洱市 普洱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慈溪市 慈溪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海宁市 海宁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建德市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平湖市 平湖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瑞安市 瑞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桐乡市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义乌市 义乌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临安市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拱墅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 湖州市 湖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湖州市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湖州市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人民医院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金华市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金华市 金华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 金华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浙江省 金华市 兰溪市中医院

浙江省 丽水市 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第二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奉化市心脑血管病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九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康复医院

浙江省 衢州市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浙江省 衢州市 浙江省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衢州市 江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上虞市中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市第四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第五人民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嵊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浙江省台州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温岭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临海市中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黄岩区中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博爱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 桐庐市 桐庐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岭市 台州市肿瘤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中山医院

浙江省 永康市 永康第一医院

浙江省 余姚市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舟山市 舟山市普陀区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胸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肺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九龙坡区第一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望江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合川市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东南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注：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各地医院的陪护政策会实时变动，陪护人员的安排以当时

当地的具体情况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