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内医院出院免找数服务的医院名单  

（以下所列之医院或会有所更改，概以本公司之决定为准）： 

                                     最后更新日期 2016 年 2 月 5 日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东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樱花东路 2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95 号 

  上海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 150 号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 536 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东方路 1678 号  

  上海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院北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 100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上海华顺医院)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12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 525 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 

上海市瑞金二路 197 号（永嘉路口）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399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221 号  

  上海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徐汇区北部衡山路 910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180 号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14 号  

  天津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 190 号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  

  天津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天津塘沽医院) 滨海新区浙江路 41号(河滨公园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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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  

  天津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61 号  

  重庆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本部)  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 1号 

  重庆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市涪陵区高笋塘路 2 号  

  重庆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 1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红十字会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382 号  

山西省 太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桥东街中段 30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即青岛纺织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四流南路 127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路 1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 (东院) 山东省青岛市东海中路 5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青岛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嘉祥路 3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人民医院 青岛市安徽路 21号 

山东省 淄博 淄博市第一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峨眉山东路 4号 

山东省 淄博 解放军第 148 中心医院 淄博市周村区站北路 20 号 

山东省 威海 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威海市中医院)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 29 号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66号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纬七路 324号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105 号  

山东省 潍坊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 151 号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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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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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外南国学巷 37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 32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青龙街 82 号  

四川省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外北天回镇  

四川省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空军成都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农院街 1号  

四川省 绵阳 绵阳市中心医院 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常家巷 12号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爱国路 92 号            

(南昌市东湖区爱国路 152 号) 

江苏省 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马路街 1号  

江苏省 常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 185 号  

江苏省 连云港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通灌北路 182 号  

江苏省 扬州 武警江苏总队医院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江都南路 8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中路 111 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 188 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沧浪区道前街 26 号  

江苏省 苏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苏州九龙医院) 苏州九龙医院苏州市工业园区         

万盛街 118 号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348号  

河北省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范西路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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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215号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肿瘤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健康路 12 号  

河北省 邢台 邢台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邢台市红星街 16 号            

(市政府西行 300 米路南)  

河北省 邯郸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市中华南大街 15 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文化路 27 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联合大学附属医院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 73 号 

河北省 廊坊 廊坊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廊坊市新华路 37 号  

河北省 衡水 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中路 2号  

河南省 平顶山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优越路 117 号  

河南省 南阳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工农路 312号  

河南省 洛阳 洛阳正骨医院 洛阳市启明南路 82号  

河南省 焦作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焦作市民主南路 17 号  

河南省 开封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包公湖北路 8号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 7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建设东路 1 号  

河南省 濮阳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胜利西路 189 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共和路 2号  

青海省 西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陆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八一路 73 号           

(西宁市八一东路 67 号) 

海南省 三亚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 1154 号  

海南省 三亚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四路 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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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海口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 43 号  

海南省 海口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 19号  

海南省 海口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龙华路 31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 3 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 12号  

浙江省 嘉兴 嘉兴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嘉兴市环城北路 1518号 

浙江省 嘉兴 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                 

(嘉兴武警医院,嘉兴江南医院) 

嘉兴市南湖路 16号 

陕西省 西安 西京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 15 号  

湖北省 武汉 湖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                   

武汉文章大学第一临床关节炎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紫阳路 99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钢总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 29 号  

湖北省 襄阳 襄阳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长征路 24 号 

湖北省 襄阳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荆州街 39 号 

湖南省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国湖南长沙市湘雅路 87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 61 号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人民医院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83号  

贵州省 贵阳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省贵阳市贵医街 28 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昆明市中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27 号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504 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 1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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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邮政街 23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82 号  

黑龙江省 鸡西 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鸡西市和平北大街 158 号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本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池路 91 号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胜利路 558 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2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福建省 漳州 漳州市中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新浦路 3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协和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新权路 2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部)  广西省南宁市七星路 8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本部)  广西省南宁市桃源路 6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省柳州市文昌路 8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省桂林市文明路 12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市中医医院 钦州市二马路 78号 

广东省 江门 江门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江门市蓬莱路高第里 172 号 

广东省 汕头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饶平路 7号  

广东省 汕头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平路 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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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汕头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东厦北路（珠厦小区）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亲仁路 6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岭南大道北 81 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卫国路 78 号  

广东省 河源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河源市文祥路 733 号           

广东省 珠海 珠海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79号  

广东省 梅州 梅州市人民医院 (黄塘院本部)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黄塘路 34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金塘街 40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             

(广州医学院附属深圳沙井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沙井大街 3 号 

广东省 湛江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寸金路 2号 

广东省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工业大道中 253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南方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路 1838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军区总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流花路 111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大德路 111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祈福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广路 8号祈福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天强路 1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中医院 东莞市东湖区松山湖大道 22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市城区东门路 61 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市友谊医院 (大连市红十字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 8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222 号  



8  国内医院出院免找数服务的医院名单  

（以下所列之医院或会有所更改，概以本公司之决定为准）： 

                                     最后更新日期 2016 年 2 月 5 日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7 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 6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学工街 42 号   

辽宁省 鞍山 鞍钢总医院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铁东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健身街 3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南湖院区)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滑翔院区)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 39号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渖河区文艺路 33号  

辽宁省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中医院)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北陵大街 33 号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金秋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 317 号  

辽宁省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 15号  

辽宁省 葫芦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三医院 葫芦岛市龙湾新区龙湾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