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享 e 生 众惠百万医疗》绿通服务

一、 服务内容

投保我社《惠享 e 生 众惠百万医疗》的被保险人，在保单生效后并且经过等待期 90

日后，本社为您提供如下健康管理和绿通服务，包含健康咨询、免费体检、重疾绿通服务（含

专家门诊、住院安排、手术安排），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描述 服务时效 服务次数

健康图文

咨询

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指定一名专属家

庭医生，提供日常健康咨询，包含：全部与

健康相关的内容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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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365 天每日 8：
00-22：00 为家庭医生服

务时间，医生在服务时

间内接到客户在线提出

问题的 15 分钟内回复。

不限次

健康视频

咨询

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提供视频医生服

务，视频医生为客户提供日常健康咨询，包

含：全部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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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小时在线，最长 1
分钟内接通；每次通话

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不限次

免费体检

免费体检套餐年龄 45 岁以上可用，体检内容

包含身高体重血压等一般检查、血常规 18

项、尿常规 12 项、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

血糖、血脂。

体检预约截止日期为领

取之日后的一个月。

1 次/人/
年

专家门诊

快速预约知名三甲医院（详见服务医院清单）

的顶级专家，解决重大疾病治疗问题——患

者指定医院不指定专家预约

3个工作日内反馈安排。
1 次/人/

年

住院安排

协助患者快速入住国内医院，享受最专业、

最快速的治疗——患者指定医院（指定服务

医院清单内）。

5个工作日内反馈安排。
1 次/人/

年

手术安排

协助患者快速入住国内医院，接受国内专家

手术治疗——患者指定医院（指定服务医院

清单内）。

5个工作日内反馈安排。
1 次/人/

年

二、 服务流程

1、图文/视频咨询服务流程：

①客户经过保单等待期后，通过登录销售界面显示的健康咨询二维码；



②客户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健康咨询服务页面或点击链接

https://mwx.doctorgroup.org.cn/third_channel/customized/login；

③客户点击“图文咨询”，完善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与会员关系，首次使用

需阅读个人授权内容并勾选同意后）开始咨询。

④客户点击“实时视频咨询”选择在线医生后并呼叫，视频接通后开始咨询。

2、免费体检服务流程：

①、客户经过保单等待期后根据我社发送链接短信进行兑换；

②、点击领取链接进入活动页面，绑定手机号后领取体检兑换券；

③、选择“关爱父母孝心套餐”输入兑换码，下单成功后预约体检。

3、重疾绿通服务（含专家门诊、住院安排、手术安排）流程：

①、客户致电众惠客服电话 400-919-0505；

②、由众惠指定服务商了解被保险人疾病情况及住院需求；

③、向被保险人推荐医院并由被保险人选择就医医院（指定服务医院清单内）；

④、众惠指定服务商与医院确定具体时间、地点后告知客户；

⑤、重疾绿色通道服务所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如挂号费、治疗费、药费、检查费、床位费

等）需由客户自行承担。

三、服务医院名单



北京：51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北京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5 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北京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北京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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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 七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武警北京市总队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武警总医院

北京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 北京市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 北京大学教学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

上海：45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上海 上海瑞金医院（总院）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瑞金医院（分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上海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医院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 上海中医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松江）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临港)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

上海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市东方肝胆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广州：45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 广州市中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光华口腔） 广州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1 医院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七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州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州 广州皮肤病研治中心

广州 广州空军医院（解放军第 458 医院） 广州 广东祈福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广州市惠爱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市二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广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侨医院）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州 番禺中医院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 番禺中心医院

广州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29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成都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成都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 四川省中医院 成都 成都三六三医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医院 成都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 四川省骨科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 华西口腔医院

成都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 解放军 452 医院

成都 华西医院 成都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成都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 四川省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成都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安徽：17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庆 安庆中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芜湖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芜湖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 安徽省儿童医院 芜湖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肥 安徽省中医院 蚌埠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合肥 安徽省立医院 巢湖 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 安徽省妇幼保健所 阜阳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庆 安庆市立医院 芜湖 芜湖中医院

安庆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福建：21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福州 福建省立医院 厦门 厦门妇幼保健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泉州 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泉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州 福建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漳州 漳州市医院

福州 福建省肿瘤医院 漳州 漳州中医院

福州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莆田 莆田市第一医院

厦门 厦门中医院 莆田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厦门 厦门中山医院 三明 三明市第一医院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龙岩 龙岩市第一医院

厦门 厦门 174 医院 宁德 宁德市闽东医院

厦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甘肃：6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兰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 甘肃省人民医院

兰州 甘肃省肿瘤医院 兰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平凉 平凉市人民医院 兰州 甘肃省中医院

广东（除广州）：44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 江门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东莞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江门 江门人民医院

东莞 东莞市中医院 湛江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东莞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湛江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东莞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湛江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珠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汕头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珠海 珠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汕头 汕头市中心医院

珠海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韶关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珠海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珠海市拱北医院） 肇庆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珠海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中医院） 梅州 梅州市人民医院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阳江 阳江市人民医院



佛山 佛山中医院 清远 清远市人民医院

佛山 南海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人民医院

佛山 佛山妇幼保健院 深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山 中山市中医院 深圳 深圳市妇儿医院

中山 中山市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儿童医院

中山 中山市博爱医院 深圳 深圳市中医院

惠州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惠州 惠州市中医院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茂名 茂名市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龙城医院

茂名 茂名市中医院 深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江门 江门中心医院 深圳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西：8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南宁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柳州 柳州市工人医院

南宁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柳州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桂林 桂林市人民医院 北海 北海市人民医院

柳州 柳州人民医院 北海 北海市中医医院

贵州：15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贵阳 贵州省人民医院 六盘水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贵阳 贵州省肿瘤医院 布依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贵阳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兴义 兴义市人民医院

贵阳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遵义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遵义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阳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安顺 安顺市人民医院

贵阳 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阳 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海南：3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海口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亚 三亚农垦医院

海口 海南省人民医院

河北：31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沧州 沧州市二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沧州 沧州市人民医院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廊坊 廊坊市人民医院

石家庄 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廊坊 中石油中心医院

石家庄 河北省中医院 邢台 邢台市人民医院

唐山 唐山工人医院 秦皇岛 秦皇岛妇幼保健院

唐山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秦皇岛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唐山 唐山市人民医院 秦皇岛 秦皇岛市中医院

保定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承德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保定 保定第一中心医院 承德 承德市中心医院

保定 保定第二医院 承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邯郸 邯郸市中心医院 张家口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邯郸 邯郸市第一医院 张家口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邯郸 邯郸市中医院 张家口 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



邯郸 邯郸市肿瘤医院 衡水 哈励+A181:B189 逊国际和平医院

沧州 沧州中心医院

河南：23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 南阳市中心医院

郑州 河南省中医院 南阳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 郑州人民医院 安阳 安阳市人民医院

郑州 河南省胸科医院 安阳 安阳肿瘤医院

郑州 郑州骨科医院 安阳 安阳市中医院

郑州 郑州大学二附院 新乡 新乡市中心医院

郑州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 河南省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洛阳 洛阳市中心医院 新乡 新乡医学院一附院

洛阳 洛阳第一中医院 开封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焦作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开封 河南大学附属医院

焦作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黑龙江：14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大庆 大庆中医院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佳木斯 佳木斯中心医院

黑河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佳木斯 佳木斯大学第一医院

黑河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佳木斯 佳木斯口腔医院

大庆 大庆油田总医院 牡丹江 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

大庆 大庆龙南医院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

大庆 大庆市人民医院 牡丹江 牡丹江红旗医院

湖北：34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武汉 湖北省肿瘤医院 宜昌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武汉 武汉协和医院 宜昌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荆州 荆州第一人民医院

武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荆州 荆州市中心医院

武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荆州 荆州市中医院

武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襄阳 襄阳市中心医院

武汉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襄阳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武汉 湖北妇幼保健院 黄冈 黄冈中心医院

武汉 湖北省人民医院 黄冈 黄冈市中医医院

武汉 湖北省中山医院 孝感 孝感中心医院

武汉 武钢总医院 黄石 黄石市中心医院

武汉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十堰 十堰市人民医院

武汉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十堰 十堰市太和医院

武汉 湖北省中医院 鄂州 鄂州市中心医院

宜昌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荆门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昌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恩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宜昌 宜昌市中医院 孝感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28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衡阳 衡阳市中心医院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 株洲 株洲市中心医院

长沙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株洲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长沙 湖南省中医院 株洲 株洲市人民医院

长沙 长沙口腔医院 湘潭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湘潭 湘潭市中心医院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潭 湘潭市立医院

长沙 湖南省儿童医院 岳阳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郴州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岳阳 岳阳市中医院

郴州 郴州市中医院 常德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郴州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德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娄底 娄底市中心医院

衡阳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邵阳 邵阳市中心医院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益阳 益阳市中心医院

吉林：12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长春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长春 吉林省中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长春 吉林省人民医院 长春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长春 吉林省肿瘤医院 通化 梅河口市医院

长春 长春市妇产医院 通化 通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长春 长春市儿童医院 延边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37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南京 南京军区总医院 南通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医院 南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京 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通 南通中医院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徐州 徐州市中心医院

南京 南京市中医院 徐州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院 徐州 徐州中医院

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盐城 盐城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盐城 盐城妇幼保健院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泰州 泰州人民医院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泰州 泰州中医院

常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扬州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镇江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扬州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淮安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淮安 淮安妇幼保健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连云港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连云港 连云港市中医院

无锡 无锡市人民医院 连云港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西：20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南昌 南昌市第一医院 上饶 上饶肿瘤医院

南昌 江西省中医院 宜春 宜春市人民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吉安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南昌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井冈山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南昌 江西省人民医院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赣州 赣州人民医院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赣州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赣州 赣州妇幼保健院 九江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赣州 赣州肿瘤医院 萍乡 萍乡市人民医院

上饶 上饶市人民医院 新余 新余市人民医院

辽宁：25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沈阳 辽宁省肿瘤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沈阳 盛京医院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

沈阳 辽宁省金秋医院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抚顺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大连 大连市友谊医院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盘锦 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鞍山 鞍钢总医院

内蒙古：6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 包头 包钢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包头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2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银川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青海：2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西宁 青海红十字医院 西宁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36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济南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烟台 烟台口腔医院

济南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聊城 聊城市人民医院

济南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聊城 聊城市中医院

济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淄博 淄博市中心医院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 淄博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济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潍坊 潍坊市人民医院

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本部） 潍坊 潍坊市中医院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 潍坊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东营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青岛 青岛市肿瘤医院 泰安 泰安市中心医院

青岛 青岛市海慈医院 泰安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济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泰安 肥城中医院



济宁 济宁第一人民医院 威海 文登中心医院

济宁 济宁市中医院 威海 威海市中医院

临沂 临沂市人民医院 德州 德州市人民医院

临沂 临沂市中医院 滨州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临沂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 菏泽 菏泽市立医院

烟台 烟台毓璜顶医院 济南 山东+B310:B325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西：18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同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同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太原 山西省人民医院 临汾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太原 太原市中心医院 临汾 临汾市人民医院

太原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吕梁 吕梁市人民医院

太原 山西省肿瘤医院 晋城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太原 山西省中医院 晋城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运城 运城市中心医院 长治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大同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阳泉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17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西安 陕西省中医院 宝鸡 宝鸡市中心医院

西安 西安市第一医院 宝鸡 宝鸡市人民医院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咸阳 中铁二十局医院

西安 西安交大口腔医院 榆林 榆林市第一医院

西安 陕西省肿瘤医院 榆林 榆林市北方医院

西安 陕西省人民医院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西安 西安儿童医院 榆林 榆林市第二医院

宝鸡 宝鸡市中医院

四川（除成都）：13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自贡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宾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自贡 自贡第四人民医院 达州 达州市中心医院

自贡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达州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绵阳 绵阳市中心医院 泸州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绵阳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泸州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绵阳 绵阳市中医院 南充 南充市中心医院

宜宾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天津：11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三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 天津市儿童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浙江：32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温州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 嘉兴 嘉兴市第一医院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嘉兴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杭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嘉兴 武警浙江总队医院

杭州 浙江省人民医院 绍兴 绍兴市人民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绍兴 绍兴市妇女儿童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绍兴 绍兴市中医院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台州 台州医院

杭州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台州 台州中心医院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台州 温岭中医院

宁波 宁波市第二医院 金华 金华市中心医院

宁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金华 浙医四院

宁波 宁波市中医院 湖州 湖州市中心医院

宁波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湖州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13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重庆 大坪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 重庆口腔医院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重庆新桥医院

重庆 西南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中医院

云南：6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昆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昆明 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

昆明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昆明 昆明市中医院

新疆、西藏：2 家三甲就医网络医院

拉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