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22号

2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

3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学工街42号

4 大连市友谊医院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8号

5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沈阳铁路局大
连医院)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6号

6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大连市西岗区宏济街29号

7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大连市甘井子区千山路40号

8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大连市甘井子区椒房街椒北路6号

9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90号

10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大连市甘井子区桧柏路268号

11 大连市妇产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敦煌路1号

12 大连市儿童医院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54号

13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大连市旅顺口区黄河路北一巷33号

14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大连市金州区斯大林路683号

15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大连开发区黄海西路146号

16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部(原大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大连开发区龙滨路5号

17 普兰店市中心医院(原普兰店市第一人民
医院)

普兰店市丰荣办事处康复街10号

18 瓦房店市中心医院 瓦房店市前进街3号

19 庄河市中心医院(原庄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庄河市城关街道向阳委457号

20 长海县人民医院 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双岭街

2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二部 大连市西岗区联合路193号

22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156号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 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80号

24 瓦房店第二医院 瓦房店市复州城镇横山委001号



湖北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095号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277号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梨园新村

4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涂家岭9号

5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81号环山路

6 黄陂区人民医院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板桥大道61号

7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29号

8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 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路53号

9 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 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26号

10 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11 江夏区中医院 武汉市江夏区坊镇龙头山72号

12 湖北省中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胭脂路花园山4号

13 武汉市医疗救助中心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谭路1号

14 湖北省新华医院 武汉市江岸区天门墩5-6号

15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医院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街149号

16 湖北省武警总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75号

17 湖北省人民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99号

18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28号

19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武汉市江汉区京汉大道753号

20 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一路13号

21 武汉市第五医院 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138号

22 新洲区人民医院 武汉市新洲区新洲大街61号

2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

24 武汉市第十三医院 武汉市蔡甸区新福路17号

25 武汉市第六医院 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168号

26 解放军第四五七医院 武汉市江岸区工农兵路15号

27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7号

28 湖北省中山医院 武汉市硚口中山大道26号

29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15号

30 长航总医院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1号

31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 孝感市孝南区环城路215号

32 孝感市中心医院 孝感市广场路6号

33 咸宁市中心医院 咸宁市温泉路中心花坛39号

34 咸宁市中医医院 咸宁市滨河西路45号



35 咸宁市咸安区第一人民医院 咸宁市咸安区怀德路196号

36 赤壁市人民医院 赤壁市西湖路14号

37 崇阳县人民医院 崇阳县天城镇解放路50号

38 嘉鱼县人民医院 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街102号

39 通山县人民医院 通山县新南街97号

40 通城县人民医院 通城县隽水镇民主路169号

41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8号

42 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总部) 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路15号

43 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部) 荆州市沙市区沿江大道46号

44 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荆州市沙市区北京东路196号

45 荆州市中心医院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72号

46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201号

47 公安县人民医院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河路48号

48 监利县人民医院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红军路344号

49 襄阳市中心医院 襄阳市荆州街142号

50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襄阳市解放路75号

51 襄阳市中医医院 襄阳市长征路24号

52 襄阳铁路中心医院 襄阳市中原路

53 东风汽车公司襄阳医院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54 应城市人民医院 应城市蒲阳大道25号

55 恩施市中心医院 恩施市航空大道234号

56 恩施州中心医院 恩施市舞阳大道158号

57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医院 恩施市土桥大道五峰山路2号

58 恩施州民族妇幼保健院 恩施市舞阳大道195号

59 黄石爱康医院 黄石市颐阳路562号                  

60 黄石市第一医院 黄石市西塞山区中窑医院街293号    

61 黄石市第二医院 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港青山桥102号    

62 黄石市中心医院 黄石市武汉路43号           

63 黄石市第五医院 黄石市下陆区下陆大道98号      

64 大冶市人民医院 大冶市城北开发区东风路25号         

65 阳新县人民医院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

66 十堰市太和医院 十堰市人民南路32号

67 十堰市人民医院 十堰市朝阳中路39号

68 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 十堰市大岭路16号

69 十堰妇幼保健院 十堰市人民北路62号

70 十堰市中医院 十堰市丹江路1号



71 东风公司茅箭医院 十堰市东风大道12号

72 赤壁市人民医院 赤壁市河北大道260号

73 安陆市中医院 安陆市碧涢路269号

74 来凤县人民医院 恩施市来凤县翔凤镇凤中路2号

75 利川市人民医院 利川市龙船大道12号

76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人民医院 郧县城关镇郧阳路15号（卫生巷）

77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昌市湖堤街4号

78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昌市西陵一路21号

79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 宜昌市西陵区港窑路23号

80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宜昌市夷陵大道183号

81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 宜昌市夷陵大道410号

82 宜昌市中医院 宜昌市胜利三路1号

83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宜昌市夷陵大道118号

84 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宜昌市西陵区樵湖一路60号

85 宜昌夷陵医院 宜昌市东湖大道31号



河北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河北省人民医院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348号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15号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石家庄市自强路139号

4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市健康路12号

5 河北省儿童医院 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33号

6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398号

7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石家庄市范西路34号

8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15号

9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沧州市新华中路201号

10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沧州市维明路(北大街)20号

11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市南环西路22号

12 沧县医院 沧州市新华区东环中街

13 唐山工人医院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27号

14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唐山市建设南路73号

15 唐山市妇幼医院 唐山市建设南路14号

16 唐山市人民医院 唐山市路南区胜利路65号

17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唐山市新华东道57号

18 唐山市第三医院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道

19 唐山市丰润区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曹雪芹大街22号

20 唐山市丰南区医院 唐山市丰南区新华大街

21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秦皇岛市文化北路22号

22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秦皇岛市文化路131号

23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209号

24 秦皇岛市妇幼医院 秦皇岛市红旗北路452号

25 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南大街48号

26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联峰路200号

27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承德市南营子大街36号

28 承德市中心医院 承德市西大街路北22号

29 青县人民医院 沧州市青县新华路

30 石家庄市第八医院井陉分院 井陉县城微水镇微新路6号

31 井陉县医院 井陉县城微水镇建设南路18号

32 迁西县医院 唐山市迁西县长城南路

33 盐山县人民医院 沧州市盐山县中隅

34 黄骅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骅市渤海路1号



35 邯郸市中心医院 邯郸市中华南大街15号

36 邯郸市第一医院 邯郸市丛台路24号

37 邯郸市峰峰矿务局总医院 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鼓山南大街2号

38 邯郸市中医院 邯郸市和平路311号

39 华北石油总医院 任丘市会战道

40 任丘市人民医院 任丘市裕华西路5号

4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张家口市桥西区礼拜寺巷6号

42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家口市桥西区长青路12号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1医院 张家口市桥东区建国路13号

44 廊坊市人民医院 廊坊市新华路37号

4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廊坊市新开路51号

46 廊坊市中医医院 廊坊市银河路108号

47 廊坊华北石油第一医院 廊坊市万庄

48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医院 廊坊市银河北路37号

49 廊坊市安次区人民医院 廊坊市光明西道100号

50 灵寿县医院 灵寿县城西南街33号

51 平山县医院 平山县冶河东路8号

52 涉县第一人民医院 邯郸市涉县振兴路256号

53 怀来县医院 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府前东街

54 邢台市第一医院（邢台医专第一附属医
院）

邢台市桥东区顺德路376号

55 邢台市第三医院 邢台市桥西区钢铁北路108号

56 邢台市人民医院 邢台市桥东区红星街16号

57 河北省民政总医院 邢台市桥西区泉南西大街293号

58 承德二六六医院 承德市双桥区普宁路大佛寺解放军266医院

59 承德县中医院 承德县康宁路190号

60 宽城县中医院 民族街文卫路

61 遵化市人民医院 遵化市华明南路316号

62 遵化市第二医院 遵化市海南大街检察院东院

63 滦平县医院 滦平县滦平镇新建路1号

64 滦平县中医院 滦平县滦平镇新建路57号

65 无极县医院 无极县城内无极西路82号

66 无极县中医院 河北省无极县无极路48号

67 永清县人民医院 永清县益昌路101号

68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保定市裕华东路212号

69 解放军252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花园街81号

70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保定市长城北大街320号



71 保定第二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东风西路338号

72 巨鹿县医院(邢台市第九医院)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健康东路163号

73 永年县医院(永年县第一医院)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临洺关镇健康街77号

74 泊头市医院 河北省泊头市裕华西路与永安大街交叉口

75 三河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三河市迎宾路20号

76 辛集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辛集市束鹿大街2号



辽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55号

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盛京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36号

3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沈阳市于洪区崇山东路4号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83号

5 中国人民解放军463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46号

6 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5号

7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清泉路67号

8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北九马路20号

9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89号

10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20号

11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188号

12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奉天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南七西路5号

13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33号

14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49号

15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沈阳市苏家屯区海棠街31号

16 沈阳中大骨科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93号

17 沈阳市儿童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4号

18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35号

19 沈阳奉京烧伤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7号

20 辽宁省肿瘤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44号

21 辽宁省人民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33号

22 沈阳市骨科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115号

23 沈阳市肛肠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9号

24 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85号

25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东纬路13号

26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7 沈阳市242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乐山路3号

28 沈阳市739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121号

29 沈阳市急救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南八马路137号

3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总队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黑山路3号

31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33号

3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17号

33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沈阳市黄姑区黄河北大街128号

34 沈北新区中心医院 沈阳市新城子区青洲路16号



35 辽中县人民医院 沈阳市辽中县辽中镇南二路42号

36 康平县人民医院 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贺炯街

37 法库县中心医院 沈阳市法库镇河南街

38 新民市人民医院 新民市康复街20号

39 沈阳维康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38号

40 鞍山市中心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77号

41 鞍钢总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健身街3号

42 鞍山市铁西医院 鞍山市铁西区民主街166号

43 抚顺市中心医院 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5号

44 抚顺市矿务局总医院 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24号

45 抚顺市中医院 抚顺市新抚区东三街16号

46 抚顺市第二医院 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东段59号

47 抚顺市第三医院 抚顺市东洲区东洲大街28号

48 抚顺市第四医院 抚顺市顺城区沈抚北线75号

49 抚顺市眼病医院 抚顺市新抚区琥珀街1号

50 铁岭市中心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岭东街18号

51 铁岭县第一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南马路46号

52 铁岭市妇婴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新华街33号

53 铁岭市中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南马路17-1号

54 铁法煤业集团总医院 调兵山市振兴路88号

55 调兵山市人民医院 调兵山市育才路

56 丹东市中心医院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街7号

57 丹东市第一医院 丹东市元宝区宝山大街76号

58 丹东市中医院 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20号

59 丹东市人民医院 丹东市振八路8－18号

60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阳市文圣区中华大街148号

61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阳市白塔区卫国路1段1号

62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84号

63 中国人民解放军201医院 辽阳市新东一街12号

64 辽阳县中心医院 辽阳市辽阳县新华路17号

65 灯塔市中心医院 灯塔市繁荣街58号

66 弓长岭矿业公司医院 辽阳市弓长岭区安平雷锋街 

67 盘锦市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32号

68 大洼县第一人民医院 盘锦市大洼县大洼镇金源街18号

69 辽河油田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振兴街迎宾路26号

70 盘锦市中医医院 盘锦市双台子区胜利街168号



71 东港市中心医院 东港市黄海大街149号

72 海城中心医院 海城市环城东路

73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昆明湖街道

74 沈阳于洪广济中西医结合医院 沈阳市于洪区沙岭镇沙岭街道

75 锦州市中心医院 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51号

76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锦州市凌河区人民街五段

77 锦州市第二医院 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六段二号

78 解放军第二0五医院 锦州市古塔区重庆路二段9号

79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王路中段

80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锦州市凌河区和平路五段2号

81 本溪市中心医院 本溪市明山区胜利路29号

82 本溪市本钢总院 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29号

83 本溪市金山医院 本溪市明山区矿院街水塔路16号

84 本溪市中医院 本溪市市府北街9号

85 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溪市溪湖区民主路67号

86 本溪市本溪县第一医院 本溪市本溪县市政府路55号

87 营口市中心医院 营口市西市区金牛大街西13里

88 营口市中医院 营口市站前区建设街89号

89 营口市妇产儿童医院 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2-2号

90 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营口市老边区大水塘南通街

91 营口骨伤医院 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13号

92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医院 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53号

93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中医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昆仑大街8号

94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营口鲅鱼圈区海平路3号

95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人民医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

96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熊岳正骨医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辽南大街

97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医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辽东湾大街

98 大石桥市中心医院 大石桥市康复路

99 大石桥市陆合医院 大石桥市哈大路石桥大街79号

100 盖州市中心医院 盖州市新兴街

101 盖州市骨科医院 盖州市鼓楼办事处盖州路98号

102 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盖州市万福镇万福街



北京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所属区县

1 中日友好医院 朝阳区

2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朝阳区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朝阳区

4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医院 朝阳区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六医院 朝阳区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朝阳区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朝阳区

8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朝阳区

9 民航总医院 朝阳区

10 煤炭总医院 朝阳区

11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 朝阳区

12 北京华信医院 朝阳区

13 北京地坛医院 朝阳区

14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石景山区

15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石景山区

16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
院

西城区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五医院 西城区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西城区

1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西城区

2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西城区

2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西城区

22 北京市结核病防治所 西城区

23 北京急救中心 西城区

24 北京积水潭医院 西城区

2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西城区

26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

27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宣武区

28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宣武区

2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宣武区

30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宣武区

3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海淀区

3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海淀区

3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淀区

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海淀区



3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海淀区

36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海淀区

37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
医院

海淀区

3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海淀区

3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 海淀区

40 航天中心医院 海淀区

41 北京肿瘤医院 海淀区

42 北京世纪坛医院 海淀区

43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海淀区

44 北京老年医院 海淀区

45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海淀区

4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海淀区

47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海淀区

48 小汤山医院二部 昌平区

49 北京小汤山医院 昌平区

50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昌平区

51 北京回龙观医院 昌平区

52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门头沟区

53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西城区

5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七医院 丰台区

5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二医院 丰台区

5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丰台区

57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丰台区

5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丰台区

59 北京航天总医院 丰台区

60 北京博爱医院 丰台区

61 北京燕化医院 房山区

62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房山区

63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伤医疗中心 东城区

6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东城区

65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东城区

66 卫生部北京医院 东城区

6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东城区

6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东城区

6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东城区

7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东城区



71 北京市公安医院 东城区

7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崇文区

7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崇文区

74 北京胸科医院 通州区

75 北京市安康医院 顺义区



河南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2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市东明路127号

3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市桐柏路195号

4 郑州市人民医院 郑州市黄河路33号

5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市陇海西路58号

6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市建设东路1号

7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市经八路2号 

8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市康复前街七号　

9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州市康复前街3号

10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东大街56号

11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航海路90号

12 南阳市中心医院 工农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向北500米

13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州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14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建设东路

15 南阳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市车站南路43号

16 南阳市骨科医院 新华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向西500米

17 南阳市南石医院 中州西路

18 漯河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人民东路54号

19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漯河市交通中路201号

20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漯河市黄山路189号

21 漯河市第五人民医院（市骨科医院、市医
专二附院）

漯河市海河路西段

22 漯河市中医院 漯河市交通路南段649号

23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 漯河人民路68号

24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郾城区公疗医
院）

漯河市郾城区海河路东段

25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开封市西门大街357号

26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封市河道街82号

27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开封市包北路1号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五中心医院 开封市医院前街3号

29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开封市汴京大道10号

30 开封市第一中医院 开封市财政厅东街54号

31 内乡县人民医院 内乡县城关镇县衙路

32 社旗县人民医院 社旗县城关镇安乐街1号

33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密市西大街32号

34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新密市西大街18号

http://map.baidu.com/?newmap=1&s=inf%26uid%3De83ef411c5f0d35717a190c0%26c%3D2390%26all%3D1%26wd%3D%E6%96%B0%E5%AF%86%E5%B8%82%E5%A6%87%E5%B9%BC%E4%BF%9D%E5%81%A5%E9%99%A2&fr=alae1&ext=1&from=alamap


35 新密市中医院 新密市北密新路甲2号

36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24号

37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与学府街交叉口

38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路80号

39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36号

40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市廛河区中州东路88号

41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88号

42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洛阳市廛河区启明南路82号

43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洛阳市西工区玻璃厂南路10号

44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7号

45 许昌市人民医院 许昌市建安大道1366号

46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华佗路30号

47 许昌市中医院 许昌市前进路与毓秀路交叉口

48 许昌县人民医院 许昌市许继大道东段

49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昌市七一路67号

50 伊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伊川县健康街5号

51 安阳市人民医院 安阳市解放大道中段72号 

52 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安阳市灯塔路中段

53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安阳市文明大道698号(梅东路交叉口)

54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安阳市中华路北段2号

55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安阳市解放大道92号

56 安阳市肿瘤医院 安阳市洹滨北路2号

57 安阳市中医院 安阳市解放路中段

58 安阳县中医院 安阳市安阳县白壁镇安楚路中段

59 安阳矿务局总医院 安阳市安阳县水冶镇辅岩路

60 安阳一五一医院 安阳市文峰区乔家巷与文明大道交汇处附近

61 周口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东路东26号

62 周口市中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七一西路33号

63 周口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建设路139号

64 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七一路23号

65 周口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六一路45号

66 新乡市中心医院 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56号

67 新乡市第三附属医院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68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63号

69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乡市宏力大道389号

70 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新乡市和平大道中段



安徽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淮河路390号

2 安徽省武警总队医院 合肥市长丰路78号

3 安徽省立医院 合肥市庐江路17号

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市绩溪路218号

5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246号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0五医院 合肥市长江西路424号

7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合肥市望江路204号

8 安徽省中医院 合肥市梅山路117号

9 淮南朝阳医院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南路15号

10 淮南新康医院 淮南市田家庵区舜耕东路

11 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淮南市田家庵区会战路

12 淮南矿工二院 淮南市蔡家岗蔡寿路长途车站路口北50米

13 淮南凤台县第一人民医院 淮南市凤台县国庆路向西

14 淮南新华医疗集团北方医院 淮南市潘集区九华山路119号

15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203号

16 淮北市人民医院 淮北市淮海路66号

17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矿工总医院 淮北市相山区淮海路民生巷2号

18 淮北市中医医院 淮北市人民路186号

19 濉溪县医院 皖濉溪县城关溪河路20号

20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蚌埠市禹会区涂山路229号

21 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蚌埠市延安路302号

22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蚌埠市胜利中路38号

23 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 蚌埠市红旗三路160号

24 蚌埠市中医院 蚌埠市大庆路135号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3医院 蚌埠市燕山路1052号

26 蚌埠创伤康复医院 蚌埠市长征路437号

27 怀远县人民医院 怀远城关镇南大街118号

28 怀远县中医院 怀远禹王路中段

29 五河县人民医院 五河县浍河路123号

30 五河县中医院 五河县国防路1号

31 固镇县人民医院 蚌埠市固镇县谷阳路

32 固镇县中医院 固镇县谷阳路369号

33 亳州市人民医院 亳州市薛家巷3号

34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 亳州市州后街19号



35 亳州市药都医院 亳州市希夷大道中段路东

36 利辛县第一人民医院 利辛县向阳南路

37 涡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涡阳县建设路6号

38 阜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阜阳市人民西路鼓楼广场北侧

39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阜阳市阜临路建筑公司对面

40 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阜阳市鼓楼区鹿祠街63号

41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阜阳市颍州北路156号

42 阜阳市仲奇医院 阜阳市颍河西路445号

43 凤台县人民医院 凤台县北城区淮滨路2号

44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蒙城县商城东路282号

45 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县城周元西路301号

46 蒙城县中医院 蒙城县庄周路7号

47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庆市孝肃路42号

48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庆市关岳庙街79号

49 安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庆市太平寺8号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医院 安庆市双井街150号

51 安庆市中医医院 安庆市龙门口街26号

52 安庆市石化医院 安庆市石化一路11号

53 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银河一路路北

54 宿州市市立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州胜利路华夏商场路南

55 宿州市中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银陀山庄路西

56 宿州市矿建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东关三十处

57 宿州市皖北矿务局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浍水路

58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磨子潭路73号

59 六安市立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磨子潭路西侧

60 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皋城路90号 

61 六安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皖西西路21号

62 舒城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桃溪东路 

63 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五岳路78号

64 霍山县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迎驾大道西路206 

65 金寨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新河路45号

66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鹿街63号

67 临泉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鲖阳路300号

68 阜阳市中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中清路286号

69 太和县中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团结西路59号

70 阜阳市肿瘤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河滨东路146号



71 潜山县医院 安徽省安庆市梅苑路244号

72 潜山县中医院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西街路85号



黑龙江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45号

3 黑龙江省医院（含所属分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82号

4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51号

5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卫星路38号

6 哈尔滨市二四二医院 哈尔滨市平房区卫健街3号

7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119号

8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健康路27号

9 哈尔滨市第十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乡政街94号

10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先锋路417号

11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副270号

12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路309号

13 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街160号

14 阿城区人民医院 哈尔滨市阿城区牌路大街47号

15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20号

16 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齐齐哈尔市中医
院）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平安南街140号

17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建设路357号

18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39号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三医院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太顺街27号

20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佳木斯市向阳区德祥街348号

21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佳木斯市（郊区）红旗街522号

22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256号

23 大庆油田总医院 大庆市萨尔图区中康街9号

24 大庆市第四医院 大庆市让胡路区中央大街198号

25 大庆市人民医院 大庆市萨尔图区建设路213号

26 大庆市龙南医院 大庆市让胡路区爱国路35号

27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鸡西市鸡冠区和平北大街158号

28 鸡西市人民医院 鸡西市鸡冠区兴国中路111号

29 鸡西市中医医院 鸡西市鸡冠区中心大街72号

30 尚志市人民医院 尚志市中央大街257号

31 尚志市中医院 尚志市中央大街33号

32 富锦市中心医院 富锦市中央大街西段

33 富锦市中医医院 富锦市东平路127号

34 富锦市第三医院 富锦市向阳路90号



35 五常市人民医院 五常市亚臣大街

36 五常中医医院 五常市建设大街331号

37 呼兰区中医医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北大街54号

38 讷河市人民医院 讷河市讷河镇东北街

39 讷河市中医院 讷河市西南街7号

40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七台河市桃山区山湖路37号

41 七台河矿务局总医院 七台河市桃山区大同街44号

42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双鸭山市新兴大街三马路

43 双鸭山市矿务局煤碳总医院 双鸭山市新兴大街五马路

44 牡丹江市红旗医院 牡丹江市爱民区通乡路4号

45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牡丹江市爱民区建卫路4号

46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牡丹江市太平路39号

47 牡丹江市林业中心医院 牡丹江市新华路50号

48 牡丹江市肿瘤医院 牡丹江市康佳街161号

49 鸡东县人民医院 鸡西市鸡东县中心大街106号

50 鸡东县中医院 鸡西市鸡东县城建路2号

51 绥化市人民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黄河北路28号

52 绥化市第一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北林大街和庆丰街交汇处

53 绥化市中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北二东路90号

54 绥化市妇幼保健院 绥化市北林区北二东路133号

55 绥化市北林区第一人民医院 绥化市北林区南二东路181号

56 庆安县人民医院 庆安县解放路南段交警大队对过

57 庆安县中医院 庆安县南二路公安局东侧



山东省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纬七路324号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107号

3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北园大街247号

4 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师范路25号 

5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66号 

6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42号

7 山东省武警总队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浆水泉路12-8号

8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105号

9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50号

10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八路1号   

11 济南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市中区共青团路76号 

12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济南市建国小经三路2号

13 济南传染病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73号  

14 山东省胸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46号 

15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济兖路440号

16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430号

17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王舍人北街1号

18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447号

19 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四纬十二路589号

20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73号

21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宏福路2号

22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清河街108号

23 章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汇泉路38号

24 济阳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阳县新源大街9号

25 商河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商河县青年路132号

26 平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黄河路28号

27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路54号

28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东路11号

29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城路591号

30 淄博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峨眉山东路4号 

31 淄博市中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中路75号

32 解放军148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站北路20号

33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39号

34 齐鲁石化中心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路65号



35 淄博市桓台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索镇桓台大道2198号 

36 淄博市沂源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胜利路21号

37 淄博市高青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青城路11号

38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27号

39 临沂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103号

40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临沂市第六人民医
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启阳路187号

41 临沂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陵园东街6号

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金坛路80号

43 兰山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考棚街14号

44 罗庄中心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罗四路与龙潭路交汇处向北
100米路东

45 河东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赵庄安居街133号

46 沂水中心医院（临沂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健康路80号

47 沂水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正阳路33号（东皋公园
对过）

48 费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健康路69号

49 郯城县人民院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西路97号

50 莒南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十泉路10号

51 平邑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兴水路6号

52 苍山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会宝路46号

53 沂南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历山路50号

54 蒙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新城东路151号

55 临沭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顺河东街1号

56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151号

57 潍坊市中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1055号

58 潍坊市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虞河路2428号

59 中国人民解放军89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宫西街256号

60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76号

61 潍坊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宫西街269号

62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202

63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崇文街与龙山路交叉路
口路南

64 青州市益都中心医院 山东省青州市玲珑山南路4138号

65 寿光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寿光市健康街45号

66 高密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高密市镇府街77号西

67 潍坊市昌乐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昌乐县利民街278号

68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安丘市健康路246号

69 昌邑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636号

70 潍坊市临朐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朐县山旺路21号



71 诸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诸城市南环路59号

72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龙潭路29号

7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虎山东路6号

74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706号

75 泰安市中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888号

76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泮河路1号

77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289号

78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宁阳县健康路3号

79 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宁阳县磁窑镇火车站东

80 肥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肥城市新城路108号

81 肥城矿业中心医院 山东省肥城市泰临路331号

82 新泰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新泰市新甫路1329号

83 新汶矿务局中心医院 山东省新泰市新汶办事处

84 东平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东平县东山路018号

85 苍山县中医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塔山路43号

86 青州市中医院 山东省青州市海岱中路2727号

87 青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青州市玲珑山路1726号

88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古槐路79号

89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健康路6号

90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红星东路30号

91 济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北戴庄

92 济宁市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供销路12号

93 济宁市中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环城北路3号

94 枣庄市立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龙头路47号

95 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胜利西路

96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枣庄市市立第三医
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东路25号

97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156号

98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181号

99 滕州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滕州市善国中路52号

100 枣庄市市立第四医院 山东省滕州市学院中路41号

101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

102 薛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永兴路30号

103 滕州市工人医院 山东省滕州市荆河中路荆河畔

104 峄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宏学路5号

105 峄城区中医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自由街71号

106 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华兴路



107 山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长乐路8号

108 寿光市中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98号

109 章丘市人民医院 章丘市明水汇泉路1920号

110 章丘市中医院 章丘市明水镇秀水大街175号

111 菏泽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112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创伤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双河路164号

113 菏泽市立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曹州路2888号

114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医院（北关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康庄西路89号

115 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伯乐大街66号

116 菏泽市单县中心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文化路1号

117 菏泽市定陶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站前路A段056号

118 菏泽市曹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健康新村1号

119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和平路70号

120 威海市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光明路51号

12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Ｏ四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宝泉路8号

122 威海卫人民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70号

123 乳山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胜利街128号

124 乳山市中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新华街47号

125 荣成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石岛新城区双榜东路
199号

126 荣成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298号

127 文登整骨医院 山东省文登市峰山路1号

128 文登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文登市米山东路西3号



江苏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68号

2 六合县人民医院 南京市六合雄洲镇健康巷9号

3 浦口区中心医院 南京市浦口珠江镇人民路9号

4 高淳县人民医院 南京市高淳县通贤路26号

5 溧水县人民医院 南京市溧水县中大街35号

6 南京市江北人民医院 南京市大厂葛关路552号

7 江宁区人民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新医路12号

8 红十字医院 南京市白下路242号

9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丁家桥87号

10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64号

11 南京市儿童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72号

12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15号

13 南京军区总医院 南京市中山东路305号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
京分院

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200号

15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南京市白下区杨公井34标34号

16 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钟阜路1-1号

17 鼓楼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321号

18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42号

19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300号

20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京市下关区姜家园121号

21 江宁区中医院 南京市东山镇文苑巷2号

22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市汉中路155号

23 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 南京市白下区莫愁路天妃巷123号

24 上海梅山集团梅山医院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新建

25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市栖霞区十字街100号

26 省口腔医院 南京市汉中路 136号

27 高淳县中医院 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太安路100号

28 同仁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2007号

29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南通西路98号

30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 扬州市泰州路45号

31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 扬州市邗江中路368号

32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扬州市竹西路11号

33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市友谊路13号

34 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市文昌西路575号



35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扬州市国庆路395号

36 扬州市五台山医院 扬州市广陵区新民路31号

37 武警江苏总队医院 扬州市江都南路8号

38 扬州市友好医院 扬州市四望亭路440号

39 宝应县中医院 宝应县泰山西路4号

40 宝应县人民医院 宝应县城镇安宜东路3号

41 高邮市中医院 高邮市海潮路1号

42 高邮市人民医院 高邮市府前街116号

43 仪征市人民医院 仪征市东园南路61号

44 江都市中医院 江都市江都镇北国春路6号

45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盐城市越河路14号

46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市开放大道135号

47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盐城新区开发大道606号

48 盐城市中医院 盐城市人民中路53号

49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盐城市毓龙路34号

50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盐城市建军中路194号

51 盐都县第三人民医院 盐城市秦南镇虹园路42号

52 东台市人民医院 东台市康复西路2号

53 东台市中医院 东台市苏家园11号

54 东台市第三人民医院 东台市范公镇

55 大丰市人民医院 大丰市健康东路43号

56 大丰市中医院 大丰市人民南路181号

57 大丰市第三人民医院 大中镇人民南路60号

58 大丰县人民医院 大丰县县城健康东路9号

59 建湖县人民医院 建湖县人民南路112号

60 建湖县中医院 建湖县新建路191号

61 建湖县第三人民医院 建湖县建湖镇建东路58号

62 建湖县慈航医院 建湖县建阳镇长建路94号

63 射阳县人民医院 射阳县朝阳街36号

64 射阳县中医院 射阳县解放路28号

65 射阳县第三人民医院 射阳县合德镇北环路25号

66 滨海县人民医院 滨海县东坎镇阜东中路248号

67 滨海县中医院 滨海县向阳大道

68 滨海县第三人民医院 滨海县乐坎镇阜东北路173-1号

69 响水县人民医院 响水县城灌河中路94号

70 响水县中医院 响水县黄海路15号



71 响水县第三人民医院 响水县黄海中路

72 阜宁县人民医院 阜宁县阜城西大街129号

73 阜宁县中医院 阜宁县城河路27号

74 阜宁县第三人民医院 阜宁县阜城镇条河居委会

75 南京明基医院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71号

76 泰州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海陵南路与迎春路的交汇处迎春路
210号(北院)

77 泰州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海陵南路399号(南院)

78 泰州市中医院 泰州市海陵区邑庙街6号

79 姜堰市人民医院 姜堰市健康路27号

80 姜堰市中医院 姜堰市通扬中路77号

81 靖江市人民医院 靖江市中洲路28号

82 靖江市中医院 靖江市康宁路29号

83 泰兴市人民医院 泰兴市长征路1号

84 泰兴市中医院 泰兴市大庆东路

85 兴化市人民医院 兴化市丰收南路247号

86 兴化市中医院 兴化市长安路

87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州市中山北路19号

88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二院） 徐州市淮海西路99号

89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州市环城路131号（徐州卷烟厂旁边）

90 徐州市中心医院（四院） 徐州市解放南路199号

91 徐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州市淮海西路315号

92 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徐州市淮海西路267号

93 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山南路169号

94 徐州九七医院 徐州云龙区铜山路226号

95 徐州市矿务局总医院 徐州市煤建路32号

96 徐州仁慈医院 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杨山路11号

97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市苏堤北路18号

98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徐州市沛县迎宾大道18号

99 徐州市丰县人民医院 徐州市丰县人民西路51号

100 徐州市铜山中医院 徐州市铜山县奎山中街

101 徐州市睢宁县人民医院 睢宁县城镇中山南路47号

102 徐州市邳州市人民医院 邳州市运河镇人民南路93号

103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徐州市贾汪区团结路6号

104 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新沂市市府路52号

105 徐州市妇幼保健医院 徐州市和平路46号

106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市十梓街96号



107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三香路1055号

108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市景德路303路

109 苏州市中医医院 苏州市沧浪新城杨素路18号

110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苏州市广济路242号

111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苏州市沧浪区道前街26号

112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苏州市白塔西路16号

113 苏州市九龙医院 苏州市工业园区万盛街118号

114 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 苏州市木渎镇下沙塘39号

115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61号

116 苏州相城人民医院 苏州市相城区华元路1060号

117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家港市暨阳西路68号

118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张家港市杨舍镇康乐路4号

119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山市前进西路91号

120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昆山市中山路42号

121 昆山市中医医院 昆山市朝阳西路189号

122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太仓市城厢镇新华西路58号

123 太仓市中医医院 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140号

124 太仓市沙溪人民医院 太仓市白云北路22号

125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熟市书院街1号

126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熟市虞山镇海虞南路68号

127 常熟市新区医院 常熟市黄河路东端

128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江市松陵镇公园路169号

129 吴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吴江市平望镇通运路73号

130 吴江市中医医院 吴江市平望通运路40号

13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西寺路20号

132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建设路41号

133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孩儿巷北路6号

134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唐闸兴隆街43号

135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99号

136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37号

137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永和路500号

138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399号

139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院） 江苏省南通市青年西路48号

140 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北路30号

141 如东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江海西路2号

142 如东县中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江海中路50号



143 海安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中坝中路17号

144 海安县中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宁海中路55号

145 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西路253号

146 海门市中医院 江苏省海门市公园路12号

147 启东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启东市民乐中路568号

148 启东市中医院 江苏省启东市紫薇中路458号

149 如皋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如皋市宁海路278号

150 如皋市中医院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文昭路58号

151 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115号

152 通州区中医院        江苏省通州区建设路8号

15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电力路8号

15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438号

155 镇江市中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桃花坞路10区8号

15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中山东路8号

157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南徐新城团山路18号

158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戴家门300号

159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20号

160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区瑞山路82号

161 镇江市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新区兴港西路48号

162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朱方路245号

163 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丹阳市新民西路2号

164 丹阳市中医院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路38号

165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九曲路33号

166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丹阳市南二环路899号

167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 江苏省丹阳市伊甸园路1号

168 扬中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扬中市扬子中路235号

169 扬中市中医院 江苏省扬中市扬子东路125号

170 句容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句容市华阳镇西大街60号

171 句容市中医院 江苏省句容市建设路84号

172 句容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句容市崇明路

173 无锡市人民医院 无锡市清扬路299号

174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市中山路68号

175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无锡市兴源北路585号

176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无锡市惠河路200号

177 无锡市一0一医院 无锡市兴源北路101号

178 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无锡市钱荣路156号



179 无锡市中医院 无锡市中南西路8号

180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市槐树巷48号

181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 无锡市兴源中路88号

182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无锡市职业病防治
医院）

无锡市广瑞路1号

183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手外科医
院）

无锡市梁溪路999号

184 江苏省荣军医院 无锡市惠河路196号

185 无锡江原医院 无锡市钱荣路18号/大娄巷23号

186 无锡锡山人民医院 无锡市广瑞路588号

187 无锡市滨湖区中医院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信成道390号

188 无锡惠山区人民医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站前北路2号

189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阴市寿山路163号/人民东路35号

190 江阴市中医院                  江阴市人民中路130号

191 江阴市远望医院                江阴市中山北路与君巫路交汇处

192 宜兴市人民医院 宜兴市宜城街道通贞观路75号

193 宜兴市中医医院 宜兴市宜城街阳泉东路128号

194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兴市丁蜀镇解放路12号



四川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都国学巷37号

2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成都人民南路三段14号

3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成都人民南路三段18号

4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人民南路三段20号

5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 四川省骨科医院 成都一环路西一段132号

7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人民南路四段55号

8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城守东大街57号

9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商业街66号

10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高新南区繁雄大道万象北路18号

11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庆云南街10号

12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青龙街82号

13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大面镇青台山

14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成都十二中街1号

15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 外东静居寺南街22号

16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十二桥39号

17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都县宝光大道278号

18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成都实业街32号

19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成都市西三环外日月大道1617号

20 成都市儿童医院 青羊区太升南路137号

21 成都骨科医院 成都均隆街68号

22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成都大墙东街152号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成都工农院街1号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天回路270号

25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消防总队医
院

成都罗家碾石人南路21号

26 中国航空工业三六三医院 成都倒桑树街108号

27 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成都武都路3号

28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1号

29 成都市西区医院 成都蜀汉路1号

30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 成都致民东路8号

31 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            成都光华村街11号

32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署袜北二街65号

33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 成都茶店子健康巷3号

34 新都区人民医院 成都新都镇上南街101号



35 温江区人民医院 温江区柳城镇万春东路22号

36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南路87号

37 龙泉区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龙泉区龙东路43号

38 邛崃市人民医院 邛崃市临邛镇南环路61-63号

39 蒲江县人民医院 蒲江县鹤山镇河西路18号

40 郫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郫县郫筒镇东街125号

41 彭州市人民医院 彭州市金彭西路178号

42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金堂县郊山路49号

43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成都都江堰市幸福街

44 大邑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北街323号

45 崇州市人民医院 成都崇州市唐安东路92号 

46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双流县东升镇西北街149号

47 德阳市人民医院 德阳市泰山北路一段173号

48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德阳市区岷江西路一段340号

49 德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德阳市长江东路东山南巷39号

50 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159号

51 德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德阳市华山北路144号

52 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绵竹市东方街18号

53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 德阳市湘江街39号

54 德阳市妇幼保健院 德阳市昆山街54号

55 中江县人民医院 中江县凯江镇大北街139号

56 罗江县人民医院 罗江县城北街公园坝

57 广汉市人民医院 广汉市汉口路78号

58 什邡市人民医院 什邡市方亭镇西顺城大街57号

59 绵竹市人民医院 绵竹市剑南镇大南路362号

60 资阳市人民医院 资阳市车城大道三段

61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路3段6号

62 资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简阳市贾家镇健康路74号

63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资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102号

64 简阳市人民医院 简阳市医院路180号

65 简阳市妇幼保健院 资阳市简阳市新民街

66 乐至县人民医院 乐至县公园路70号

67 乐至县中医院 乐至县川鄂中路164号

68 安岳县中医院 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正北街75号

69 安岳县人民医院 安岳县岳阳镇南街84号

70 新津县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西路149号



71 绵阳市人民医院 绵阳市剑南路西段10-12号

72 仪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普济路13号

73 仪陇县人民医院（新政院区） 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新南路南二段2号

74 四川石油管理局南充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文明街42号

75 南充东方医院 四川省南充顺庆区大西街216号

76 阆中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阆中市礼拜寺街22号

77 阆中人民医院 四川省阆中市东风路8号

78 南部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132号

79 营山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营山县南大街30号

80 蓬安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蓬安县周口镇建设路9号

81 蓬安县中医院 四川省蓬安县周口镇红旗路1号

82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文化路63号

83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人民南路97号

84 南充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镇白塔路1号

8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花园大道50号

86 南充市中医院 四川南充大南街

87 南充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南充顺庆区白土坝路55号

88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南充顺庆区府街52号

89 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绵阳市长虹大道中段167号

90 绵阳市520医院 绵阳市剑南路西段278号

91 绵阳市骨科医院 绵阳市绵兴路东段99号

92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 绵阳市卫生巷5号

93 绵阳市中心医院 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常家巷12号

94 绵阳市中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成绵路89号

95 绵阳协和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御营坝

96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剑南路东段190号

97 绵阳市科学城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中绵路

98 绵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路西段193号

99 绵阳富临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普明南路东段100号

100 江油市人民医院 江油市竹市街39号

101 江油市中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剧场街96号

102 江油市903医院 江油市太平路中段马路湾

103 三台县人民医院 三台县潼川镇解放大街139号

104 三台县中医院 三台县凤凰山

105 三台县骨科医院 三台县学林路221号

106 盐亭县人民医院 盐亭县云溪镇北街208号



107 盐亭县中医院 绵阳市盐亭县望江楼

108 四川省肿瘤医 绵阳市盐亭县城云盘路山巷

109 安县人民医院 绵阳市安县启明星大道南段

110 安县人民医院花荄分院 绵阳市安县益昌东路69号

111 安县中医院 绵阳市安县东风路南段13号

112 梓潼县人民医院 三台县潼川镇解放大街139号

113 梓潼县中医院 梓潼县文昌镇新南街106号

114 梓潼红十字医院 梓潼县西环路北段

115 梓潼县第二人民医院 梓潼县泸州镇

116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太平街25号

117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春晖路16号

118 泸州市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南路11号

119 泸州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忠孝路61号

120 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三段13号

121 泸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福集镇龙脑大道469号

122 纳溪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东路173号

123 合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合江镇酱园坪69号

124 叙永县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环城大道菱角堂

125 叙永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宝珠街公园巷9号

126 龙马潭区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春雨路4号

127 古蔺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东新街马厂头1
号

128 古蔺县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滨江路56号

129 合江县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建设路中段100号

130 纳溪区中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云溪西路一段16号



陕西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西安
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277号

2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北
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五路157号

3 西京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15号

4 唐都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1号

5 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21号

6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256号

7 西安高新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团结南路16号

8 西安长安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17号

9 西安铁路中心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151号

10 西安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门内西举院巷69号

11 西安市中心医院 西安市西五路161号

12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25号

13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309号

14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南东段88号

15 解放军第451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东路269号

16 西安市结核病、胸部肿瘤医院（西安市胸
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127号

17 陕西省友谊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277号

18 陕西省辅仁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纺织城纺东街167号

19 西电集团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丰登路97号

20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沣镐西路48号

21 西安市北方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170号

22 陕西省博爱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电子二路52号

23 中航工业西安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大庆路636号

24 武警工程学院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三桥武警路4号

25 西安唐城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99号

26 西安航天总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航天城宇航街41号

27 西安市第12医院(长安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化街8号

28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朝阳路东段7号

29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渭南市东风街中段114号

30 渭南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胜利东街25号

31 渭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解放路116号

32 咸阳市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52号

33 咸阳市中心医院（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78号

34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毕塬路副10号



35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副2号

36 泾阳县医院 陕西省泾阳县城泾云大道西侧

37 泾阳永安医院 陕西省泾阳县城北极宫大街中段

38 富平县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杜村8号

39 富平县中医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莲湖大街东段56号

40 大荔县医院 陕西省大荔县城关镇东大街64号

41 大荔县中医医院 陕西省大荔县郗家巷61号

42 大荔县妇幼保健医院 陕西省体育路与北大街十字南100米

43 汉中市3201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天汉大道 783 号

44 汉中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康复路22号

45 汉中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北团结街251号

46 汉中市中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北大街30号

47 汉中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南大街55号

48 解放军第323医院 西安市建设西路66号

49 陕西省中医医院 西安市西华门2号

50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西安市南稍门南郭路76号

51 陕西省建材医院（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西安市咸宁东路512号

52 汉中市铁路中心医院 汉中市石马路（汉中新火车站西侧）

53 渭南市临渭区骨科医院 渭南市乐天大街中段

54 宝鸡中医医院 陕西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1号

55 宝鸡中心医院 陕西宝鸡市姜谭路8号

56 宝鸡解放军第三陆军医院 陕西宝鸡市东风路45号

57 宝鸡人民医院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中段新华巷24号

58 安康中心医院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金州路85号

59 安康市中医医院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巴山东路47号

60 安康市人民医院 陕西安康市江北大道51号

61 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安康市魁星楼街13号

62 西安阎良630风湿病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路东段

63 西安一四一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园街29号

64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胜利路16号

65 阎良铁路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前进路7号

66 韩城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大街南段

67 韩城市矿务局医院 陕西省韩城市金塔路西段

68 韩城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韩城市招商区西峙路中段

69 临潼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关正街2号 

70 陕西省核工业四一七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康复路16号



71 临潼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关正街99号

72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1616号

73 西安市第五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关正街112号

74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会馆巷8号

75 南郑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周家坪青年路10号

76 富平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金龙大道与莲湖大街十
字西北角

77 临渭区中医医院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老城街47号

78 咸阳彩虹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3号

79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林路中段38号

80 高陵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鹿苑大道与上林二路十
字东北角

81 长庆油田职工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开发区长庆西路20
号









福建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20号

2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达道路190号

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新权路29号

4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湖东支路13号

5 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院 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北路156号

6 解放军第四七六医院 福州市洪山桥郭厝里90号

7 福州市第二医院 福州市仓山区上藤路47号

8 福建省立医院 福州市东街134号

9 福省肿瘤医院 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凤板马路顶91号

10 福建省妇幼保健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18号

11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福州市817中路602号

12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西洪路312号

13 福州市第五医院 福州市马尾区沿山东路236号

14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福州市仓山区湖边2号

15 福州市儿童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中路145号

16 福建省老年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北环中路147号

17 福建省直机关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67号

18 福建省武警总队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159号

19 福州铁路中心医院 福州市晋安区沁园支路71号

20 福州市中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102号

21 晋安区医院 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133号

22 福州市精神病医院 福州市仓山区福湾路塘池街52号

23 福州市第六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金屏巷9号

24 福州市第七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238号

25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 福州市古楼区西洪路243号

26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路35号

27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泉州市中山北路

28 泉州市第一医院 泉州市东街256号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0医院 泉州市丰泽区清源街道

30 泉州市中医院 泉州市温陵南路215号

31 泉州市人民医院 泉州市丰泽街

32 泉州市东南医院 泉州市宝洲路767号

33 泉州市正骨医院 刺桐西路南段

34 泉州市儿童妇幼保健院 泉州市丰泽街15号



35 罗源县医院 罗源县城关东大新村3号

36 罗源县中医院 罗源县西大路94号

37 罗源县妇幼保健院 罗源县西大路17号

38 连江县医院 连江县西南街中山路46号

39 连江县中医院 连江县北门街816北路

40 漳州市医院 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59号

41 解放军175医院 漳州市芗城区漳华中路269号

42 漳州市中医院 漳州市芗城区新浦路3号

43 漳州市人民医院 漳州市芗城区延安北路41号

44 漳州市芗城区中医院 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南路17号

45 芗城区妇幼保健院 漳州市芗城区漳响路36号

46 漳州市第三医院 漳州市龙文区迎宾大道5号

47 漳浦县医院 漳浦县绥安镇中华路1号

48 漳浦县中医院 漳浦县绥安镇西大街56号

49 石狮市医院 石狮市香江路812号

50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石狮市八七路561号

51 福清市医院 福清市融城镇清荣大道112号

52 福清中医院 福清市玉屏街道何厝巷41号

53 福清市妇幼保健院 福清市融城镇福唐路

54 晋江市医院 晋江市梅岭街道新华街392号

55 晋江市中医院 晋江市泉安中路1105号

56 宁德市中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东湖路16号

57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北路7号

58 宁德市人民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八一五西路7号

59 东山县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西埔镇中兴街康福巷
1063号

60 东山县中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文峰街497号

6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福建省福安市城关区鹤山街89号

62 福安市中医院 福建省福安市解放路3号

63 龙岩市人民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登高西路31号

64 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九一北路105号

65 龙岩市中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中路59号

66 龙岩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东兴路153号

67 龙岩市第三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宝竹南路4号

68 龙岩市博爱医院 福建省新罗区罗龙东路14-16号

69 漳平市医院 福建省漳平市桂林北路78号

70 漳平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漳平市菁城街道和平北路万城二支路



71 永定县医院 福建省永定县区西门街79号

72 永定县中医院 福建省永定县凤城镇沿河北路96号

73 永定县坎市医院 福建省永定县坎市街

74 上杭县医院 福建省上杭县临江镇解放路641号

75 上杭县中医院 福建省上杭县建设路34号

76 武平县医院 福建省武平县平川镇竹园路17号

77 福建省汀州医院 福建省长汀县汀州镇新新巷41号

78 长汀县中医院 福建省长汀县汀州镇营背街75号

79 连城县医院 福建省连城县莲峰镇庙前街1号



内蒙古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1号

2 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文化街营坊道

3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42号

4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42
号

5 内蒙古第三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乌兰察布西
路23号

6 内蒙古中蒙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健康街11号

7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二环150
号

8 解放军二五三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路111
号

9 内蒙古武警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四
路

10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园东路6号

11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环城路61号

12 包头市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伦区钢铁大街25号

13 包头市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89
号

14 包头市一机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青山东路24号

15 包头市肿瘤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团结大街18号

16 包钢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伦区少先路20号

17 北方重工集团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团结大街16号

18 包头市第四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敖干道

19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昭乌达路中段1号

20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园林路东三段4
号

21 赤峰市铁路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解放街5号

22 赤峰市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长青街中段路北1号

23 赤峰市松山区第六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玉龙大街东段

24 赤峰市二二零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清河路红山公园
东段

25 通辽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大街
116号

26 通辽市民大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河大街
1742号

27 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大街
328号

28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西
街23号

29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落东
街北1号

30 鄂尔多斯市广厦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化南路11
号

31 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罕山东街12
号

32 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南路

33 乌兰浩特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铁西北路与
都林街交叉口

34 巴彦淖尔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东街35
号



35 临河区区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胜利北路5
号

36 巴彦淖尔市中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光明西街5
号

37 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巴彦托海
路(近运管站)

38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大街
10号三级乙等

39 海拉尔中蒙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呼伦贝尔海
拉尔区西大街58号 

40 海拉尔农垦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陵园街
128号 



吉林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大街71号

2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长春市自强街18号

3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长春市仙台大街126号

4 长春中医院学院附属医院 长春市工农大路20号

5 长春市中心医院 长春市人民大街64号

6 吉林省人民医院 长春市工农大路1183号

7 吉林省前卫医院 长春市前进大街37号

8 解放军208医院 长春市西安大路4799号

9 吉林省肿瘤医院 长春市湖光路32号

10 北方肝胆病医院 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58号

11 双阳区人民医院 长春市双阳区长白路

12 德惠市人民医院 吉林省德惠市建设街

13 农安县人民医院 吉林省农安县农安大路98号

14 延边医院 延吉市局子街119号

15 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延吉市河南街27号

16 延吉市医院 延吉市友谊路519号

17 延边大学福祉医院 延吉市公园路109号

18 延边妇幼医院 延吉市站前街239号

19 延边肿瘤医院 延吉市参花街1855号

20 延边脑科医院 延吉市局子街1662号

21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市南京街4号

22 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市解放中路12号

23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36号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二医院 吉林市船营区越山路340号

25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一院） 吉林市龙潭区遵义东路52号

26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二院） 吉林市龙潭区大同路32号

27 吉林市创伤医院 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19号

28 吉林市第五人民医院 吉林市和平街2号

29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吉林市通江街5号

30 榆树市中医院 榆树市健康路

31 榆树市医院 榆树市向阳路

32 油田矿医院 沿江西路999号

33 前郭县医院 松原市前郭尔罗斯乌兰大街908号

34 江北中心医院 山洞村碑口组91号



35 长岭县医院 长岭县永久西路581号

36 扶余县人民医院 扶余县内华路

37 乾安县医院 乾安县竹珍东路73号

38 敦化市中医院 敦化市翰章南大街2125号

39 敦化市市医院 敦化市敖东大街849号

40 磐石市医院 磐石市康复路1号

41 磐石市中医院 磐石市磐石大街315号

42 磐石市第二人民医院 磐石市烟筒山镇南庆街

43 德惠市中医院 德惠市振兴街26号

44 德惠市医院 德惠市迎新街139号

45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四平市铁西区南迎宾街89号

46 四平市神农医院 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街52号

47 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平市铁东区中央东路254号

48 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 梨树县梨树镇朝阳北大路39号

49 梨树县中医院 吉林省梨树县西买卖大街15号



江西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2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市民德路1号

3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昌市第一医
院）

南昌市象山北路128号

4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南昌市广场南路133号

5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南昌市爱国路92号

6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省中医
院）

南昌市八一大道445号

7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南昌市北京东路519号

8 江西省胸科医院（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南昌市叠山路346号

9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南昌市八一大道318号

10 江西省儿童医院 南昌市阳明路122号

11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江西省口腔医
院）

南昌市福州路49号

12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南昌市迎宾大道388号

13 南昌市第二医院（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

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

14 南昌市第三医院 南昌市象山南路2号

15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南昌市民德路264号

16 南昌市第九医院（南昌市传染病院） 南昌市洪都中大道167号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南昌市井冈山大道1028号

18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南昌市迎宾大道808号

19 南昌县人民医院 南昌县向阳路199号

20 南昌县中医院 南昌县五一路313号

21 新建县人民医院 新建县长征路366号

22 新建县中医院 新建县团结路8号

23 进贤县人民医院 进贤县民安路59号

24 进贤县中医院 进贤县进贤大道398号

25 安义县人民医院 安义县文峰路59号

26 安义县中医院 安义县前进东一路580号

27 宜春市人民医院 宜春市中山西路88号

28 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春市中山东路475号

29 宜春市第三人民医院（江西省袁州医院） 宜春市中山西路195号

30 宜春市第四人民医院（宜春市妇幼保健
院）

宜春市袁山大道341号

31 宜春市第五人民医院 宜春市宜春北路43号

32 宜春市第六人民医院 宜春市宜春北路448号

33 宜春市第七人民医院 宜春市环城南路368号

34 宜春市中医院 宜春市中山路357号



35 樟树市人民医院 樟树市药都大道13号

36 樟树市中医院 樟树市药都南大道58号

37 丰城市人民医院 丰城市东方红大街136号

38 江西中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丰城市中医
院）

丰城市东方红大街316号

39 丰城矿务局总医院 丰城市建设大道

40 高安市人民医院 高安市桥北路66号

41 高安市中医院 高安市筠阳镇中山路28号

42 万载县人民医院 万载县大北关路95号

43 万载县中医院 万载县康乐镇阳乐大道43号

44 上高县人民医院 上高县敖阳镇和平路28号

45 上高县中医院 上高县幸福路106号

46 奉新县人民医院 奉新县狮山东大道179号

47 奉新县中医院 奉新县南门路65号

48 靖安县人民医院 靖安县北大街17号

49 靖安县中医院 靖安县后港街118号

50 靖安县妇幼保健院 靖安县建设路22号

51 宜丰县人民医院 宜丰县南门路30号

52 宜丰县中医院 宜丰县新昌西大道219号

53 铜鼓县人民医院 铜鼓县定江东路528号

54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生命活水医院） 生命活水医院：九江市塔岭南路48号

55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九江市第二人民医
院）

东院：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57号                          

56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九江市传染病医
院）

九江市浔阳区十里大道408号

57 九江市中医院 总部（南院）：九江市德化路555号                

58 九江市妇幼保健医院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南路15号

59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九江市精神病医
院）

九江市庐峰北路48号

60 九江市第六人民医院（九江市庐山区医
院）

九江市前进东路145号

61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医院 九江市浔阳区大中路642号

6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一医院 九江市东门口18号

63 修水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修水县凤凰山路35号

64 修水县中医院 九江市修水县承风路12号

65 修水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修水县工业大道

66 瑞昌市人民医院 九江市瑞昌市建设路71号

67 瑞昌市中医院 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134号

68 瑞昌市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瑞昌市建设路11号

69 庐山人民医院 九江市庐山区庐山湖北路680号

70 九江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九江县双瑞路83号



71 九江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九江县沙河街镇庐山西路237号

72 九江县中医院 九江市九江县庐山西路27号

73 彭泽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彭泽县龙泉路168号

74 彭泽县中医院 九江市皮彭泽县中心街渊明路80号

75 彭泽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马湖路79号

76 湖口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湖口县双钟镇大中路68号

77 湖口县中医院 九江市湖口县石钟山大道39号

78 湖口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湖口县西门居委会大中路77号

79 星子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星子县南康大道80号

80 星子县中医院 九江市星子县南康大道2号

81 都昌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都昌县东风大道96号

82 都昌县中医院 九江市都昌县东风大道968号

83 都昌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都昌县东风大道79号

84 武宁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武宁县建设路5号

85 武宁县中医院 九江市武宁县进朝阳路62号

86 武宁县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武宁县交通路142号

87 德安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德安县建设路58号

88 德安县中医院 九江市德安县义峰路383号

89 永修县人民医院 九江市永修县涂埠镇新城大道

90 永修县中医院 九江市永修县涂埠镇老城人民路9号



浙江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含城站院
区）

庆春路79号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解放路88号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庆春东路3号

4 浙江医院 灵隐路12号

5 浙江省中医院（含浙江省东方医院） 邮电路54号

6 浙江省人民医院 朝晖四区

7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浣沙路261号

8 杭州师范学院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温州路1号

9 杭州市中医院 体育场路453号

1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环城东路38号

11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城厢镇市心南路199号

12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古翠路234号

1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学士路2号  

14 浙江省肿瘤医院（含机场路院区）   杭州市半山桥广济路38号  

1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延安路395号  

16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
华医院）   

拱墅区潮王路318号  

17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西湖大道38号  

18 萧山区中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育才路152号  

1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竹竿巷57号  

20 杭州市滨江医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511号  

21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保健路28号  

22 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萧山第六人民医
院）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工人路1号  

23 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萧山区临浦镇山东山北路  

24 临安市人民医院   临安市锦城镇衣锦街548号  

25 富阳市人民医院   富阳市桂花路2-4号  

26 富阳市中医骨伤科医院   富阳市桂花西路63号  

27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232号  

28 余杭区中医院   余杭区塘栖镇致和堂街100号  

29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西路1号  

30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桐庐县桐庐镇开元街180号  

31 桐庐县中医院   桐庐县桐君街道广场路70号  

32 临安市中医院   临安市锦城街道城中街8号  

33 富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富阳市高桥镇高桥东路8号

34 建德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建德市严州大道599号



35 淳安县中医院   淳安县千岛湖镇骑马巷13号  

36 临安市昌化人民医院 临安市昌化镇西街78号

37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南白象上蔡村

38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市学院西路109号

39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市锦绣路75号

40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温州市学院西路270号

41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温州市学院西路373号

42 温州市人民医院 温州市仓后街57号

43 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市江滨西路大街巷32号

44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市信河街大士门27号

4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8医院 温州市康乐坊嘉福寺巷15号

46 乐清市人民医院 温州市乐清市清远路318号

47 乐清市中医院 温州市乐清市建设东路186号

48 瑞安市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温州瑞安市万松路108号

49 瑞安市中医院 温州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498号

50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温州市瑞安市万松东路521号

51 苍南县人民医院 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95-243号

52 苍南县中医院 苍南县学士路487号

53 永嘉县人民医院 永嘉县永中路37号

54 永嘉县中医院 永嘉瓯北公园路6号

55 洞头县人民医院 洞头县城南大道1号

56 洞头县中医院 洞头县车站路

57 平阳县人民医院 平阳县昆阳镇雅河路112号

58 平阳县中医院 平阳县鳌江镇兴鳌中路107号

59 泰顺县人民医院 泰顺县新城大道195号

60 文成县人民医院 文成县大峃镇健康路11号

61 台州医院 临海市古城街道西门街150号

62 台州市立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381号

63 台州市中心医院 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999号

64 台州市中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西路278号

65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黄
岩医院）     

台州市黄岩区横街路218号

66 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原路桥第一人民医
院）            

台州市路桥区下里桥西路1号 

67 路桥第二人民医院 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工业路 500号

68 黄岩中医院 台州黄岩区青年西路146号

69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南路190号

70 台州市肿瘤医院（原温岭市第二人民医
院）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新区 



71 温岭市中医院 台州温岭太平街道鸣远北路21号

72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海市经济开发区大洋西路375号

73 临海市中医院 临海市回浦路61号

74 仙居县人民医院（原仙居县第一人民医
院）         

台州市仙居县城北东路53号

75 天台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天台县劳动路335号

76 三门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三门县人民路171号

77 玉环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玉环县玉城街道长乐路18号

78 玉环中医院 玉环县珠港镇西城路138号

79 衢州市人民医院 市区钟楼底2号

80 衢州市中医医院 衢州市衢化路117号

81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 衢州市区蝴蝶路147号

82 衢州市第三医院 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白云北大道226号

83 柯城区人民医院 衢州市柯城区双港路172号

84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衢江区人民医院） 衢江区信安大道338号

85 浙江衢化医院 衢州市文昌路62号

86 龙游县人民医院 龙游县荣昌大道373号

87 龙游县中医医院 龙游县太平路272号

88 江山市人民医院 江山市航埠山路9号

89 江山市中医院 江山市江滨路38号

90 江山市妇幼保健院 江山市民生路8号

91 常山县人民医院 天马街道南滨江路6-1号

92 常山县中医医院 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61号

93 开化县人民医院 开化县钟山路10号

94 开化县中医院 开化县芹北路26号



山西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山西大医院 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大街99号

2 山西省人民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寺东街29号

3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85号

4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五一路382号 

5 山西省肿瘤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村3号

6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太原市万柏林区漪汾街18号

7 山西省中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并州西街16号

8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太原市万柏林晋祠路一段75号

9 山西省眼科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0号

10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3号

11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101号  

12 太原市中心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三道巷1号

13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太原市双塔西街65号 

14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医院 太原市小店区师范街36号

15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太原市小店区南内环街149号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264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桥东街30号

17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太原市尖草坪柏杨树街23号  

18 山西省儿童医院 太原市新民北街12号

19 西山煤电（集团）职工总医院 太原市万柏林区太白东巷15号

20 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379号

21 山西省肛肠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寺街82号

22 太原市人民医院 太原市迎泽区杏花岭街6号

23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72号

24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231号

25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北路19号

26 古交市中心医院 太原古交市大川东路12号

27 西山煤电（集团）古交矿区总医院 太原古交市建设路37号

28 清徐县人民医院 太原市清徐县康乐街168号

29 阳曲县人民医院 太原市阳曲县新阳西街58号

30 临汾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汾市解放西路17号

31 临汾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汾市鼓楼西大街彩虹桥西

32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洪家楼北街26号

33 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临汾市五一东路48号

34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省临汾市平阳北街101号



35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临汾市北外环359车站对面

36 临汾市尧都区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南马尾巷16号

37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长治市延安南路110号

38 山西长治市人民医院 长治市长兴中路105号

39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长治市太行东街271号

40 潞安矿务局总医院 襄垣县后堡镇

41 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长治市城西路48号

42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长治市南天晚集

43 长治市中医院 长治市府后西街324号

44 长治市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 长治市解放西路

45 长治北医院 长北漳泽东街79号

46 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 长治市郊区黄碾镇南村



广东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

2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1号

3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盘福路1号

4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市东风东路627号

5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市大德路111号

6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州市恒福路60号

7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51号

8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市昌岗东路250号

9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市多宝路63号

1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21号

11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番禺院区 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521号

12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广园西路13号

13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内环西路55号

14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农林下路19号

15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市同福中路396号

16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市金穗路9号

17 广州市中医医院 广州市荔湾区珠玑路16号

18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市麓湖路横枝岗78号

1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中山二路58号

2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广州市黄埔东路183号大院

21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2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600号

23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市先烈南路54号

24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13号

2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26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市赤岗石榴岗路13号

27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28 广州市正骨医院 广州市东风中路449号

29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市越秀南路124号

30 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江南西路杏园大街15号

31 广州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机场路1128号

32 广州市白云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广园西路344号

33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1305号

34 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 广州市荔湾路35号



35 广州市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42号或48号

36 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238号

37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明心路3号

38 广州市天河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天河北路367号

39 广州市天河区中医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棠石路9号

40 广州市越秀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越华路50号

41 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 广州市长寿西路5号

42 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鸿福路3号

43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桥东路65号

44 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2号

45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8号

46 增城市人民医院 广州增城市增江街光明东路1号

47 从化市中心医院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从城大道566号

48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48号

49 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康政路3号

50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87号

5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佛山
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81号

52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亲仁路6号

53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11号

54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三友南路3号

55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卫国路78号

56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康宁路1号

57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佛平路40号

58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平路

59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五路16号

60 广东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永安中路58号

61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保健路3号

62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沙大道

63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蓬莱路1号

64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南路106号

65 佛山市口腔医院（佛山市牙病防治指导中
心）

佛山市禅城区河滨路5号

66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华路387号

67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大沥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钟边路63号

68 佛山市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丹灶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桂丹西路109号

69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窑分院） 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凤源西路14号

70 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平洲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夏东路



71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黄岐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黄海路58号

72 佛山市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九江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儒林西路50号

73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里水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振兴路45号

74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沿江北路

75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中心院）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新城区园丁村对面

76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马头岗

77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樵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金路嵩南路段

78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小塘分院）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三环路

79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盐步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镇跃进路2号

80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佛山市第六人民
医院）

佛山市三水区广海大道西16号

81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人民一路46号

82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康乐路10号

83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百安路7号

84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东一路2号

85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附属陈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安宁路2号

86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环市南路2号

87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中路A163号

88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沿江中路1~2号

89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华路39号

90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新城路城南1号

91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新容奇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大道北97号

92 佛山市顺德区桂洲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狮山路4号

93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医院（顺德区第一人民
医院附属杏坛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杏龙路雁园段南侧

94 珠海市人民医院 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79号

95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珠海市吉大景乐路53号

96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543号

97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珠海市梅华东路52号

98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珠海市拱北粤华路208号

99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港霞东路268号、珠海
市斗门区珠峰大道1439号

100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 珠海市前山兰埔路178号

101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泉路21号

102 珠海高新区人民医院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232号

103 珠海市斗门区妇幼保健院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连兴一路179号、珠海
市斗门区井岸镇港霞东路243号

104 珠海市斗门区侨立中医院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连桥路65号

105 珠海市平沙医院 珠海市平沙镇平沙二路87号

106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市万江区新谷涌万道路南3号



107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 东莞市东城区明新路29号

108 东莞市人民医院(红楼院区) 东莞市莞城区沙地塘88号

109 东莞市中医院(总院) 东莞市松山湖大道22号

110 东莞市中医院(旧院) 东莞市城区东门路61号

111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总院) 东莞市石龙镇黄洲祥龙路1号

112 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旧院) 东莞市石龙镇中山西路34号

113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虎门大道院区) 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

114 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运河院区) 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154号

115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总院)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振兴路99号

116 东莞市妇儿医院城区(分院) 东莞市莞城区运河东二路18号

117 东莞市厚街医院(总院) 东莞市厚街镇河田大道

118 东莞市厚街医院(沙溪分院) 东莞市厚街镇下汴村

119 东莞东华医院(总院)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东路1号

120 东莞东华医院(旗峰分院) 东莞市旗峰路178号

121 东莞康华医院(总院) 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1000号

122 东莞台心医院(总院) 东莞市东城区台心路2号

123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石龙镇西湖三路（南）68号博爱园

124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总院) 东莞市东城西路216号

125 东莞市儿童医院(仁济分院） 东莞市石龙镇太平路35号

126 东莞市莞城医院 东莞市莞城区莞太路78号

127 东莞市黄江医院 东莞市黄江镇富海大道23号

128 东莞市虎门医院 东莞市虎门镇则徐路145号

129 东莞市长安医院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路

130 东莞市企石医院 东莞市企石镇宝华路115号

131 东莞市桥头医院 东莞市桥头镇工业路43号

132 东莞市中堂医院 东莞市中堂镇中麻公路东向路段

133 东莞市凤岗医院 东莞市凤岗镇凤平路13号

134 东莞市寮步医院 东莞市寮步镇寮城西路107号

135 东莞市常平医院 东莞市常平镇板石大道82号

136 东莞市塘厦医院 东莞市塘厦镇环市西路35号

137 东莞市三局医院 东莞市塘厦镇花园新街北10号

138 东莞市光华医院 东莞市寮步镇西南路段



重庆定点医院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1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

2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3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三院 重庆市渝中区九坑子

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1号

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临江路76号

6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136号

7 解放军第324医院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9

8 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卫国路90号

9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104号

10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1号

11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南岸区仁济路24号

12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七支路6号

13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181号

14 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土桥花溪新村14号

15 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新农街2号

16 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沱湾支路54号

17 北碚区中医院 北碚区将军路380号

18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村69号

19 璧山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璧山县璧泉街道新生路82号

20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涪陵区高笋塘路2号

21 合川人民医院 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希尔安大道1366号

22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江州大道725
号

23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万州区新城路165号

2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439号

25 长寿区人民医院 长寿区凤城街道北观1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