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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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日期 2016 年 3 月 4 日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301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操场 1号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宣武区北线阁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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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西院)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41 号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号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 8号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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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95 号 

 北京 北京民航总医院 北京市朝外高井甲一号 

 北京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1号 

 北京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 8号 

 北京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号 

 北京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56 号 

 北京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芳园西路 9号 

 北京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首都国际机场燕翔东里 5号 

 北京 北京海淀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9 号 

 北京 北京妇产医院(东院)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251号 

 北京 北京妇产医院(西院) 北京市东城区骑河楼街 17 号 

 北京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56 号 

 北京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2 号（定慧寺） 

 北京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 31 号 

 北京 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 1号 

 北京 和睦家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 2号 

 北京 武警总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69 号 

 北京 红十字朝阳医院(院本部)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 8号 

 北京 红十字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5号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2号 

 北京 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 5号 

 北京 玛丽妇婴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北街 5号 

 北京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丁 3号 

(月坛公园北门斜对面)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O七医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8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O二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0四医院) 

北京市海定区阜成路 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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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六医院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北口 

(香格里拉饭店南 100米路东)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 16 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O九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黑山扈路甲 17 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O五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甲十三号 

(北海公园西侧）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O六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 9号（京藏高速路东）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望京医院 

 北京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妇科治疗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沙窝桥）太平路 27号 

军事医学科学院门诊大楼四楼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阜外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67号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7 号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石景山区八大处路 33 号 

 北京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2号 

 北京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花园北路 51号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 6号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5号 

 北京 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 10号 

 北京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昌平回龙观;门诊部: 

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甲 35 号 

 北京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北京市通州区马厂 97号 

 北京 北京博爱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路 10 号 

 北京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单大华路 1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4号; 

王府井部:东城区锡拉胡同 11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23 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6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安康胡同 5 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 8号(西南二环)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南路 8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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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海军总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空军总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0 号(西钓鱼台) 

 北京 煤炭总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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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上海市卢湾区普安路 185号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张衡路 528 号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市东方路 1630 号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市山东中路 145 号 

 上海 上海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联航路 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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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宜山路 600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制造局路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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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和睦家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1139 号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市凤阳路 415号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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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院南部) 上海市新松江路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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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 108号 

（镜泊湖路 518 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 

上海市控江路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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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金医院(分院) 上海市徐家汇路 573 号 

 上海 上海广慈医院 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 197号 

 上海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 9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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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 83 号 

 上海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方斜路 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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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上海市芷江中路 274 号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上海市虹口区甘河路 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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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分院:青海路 44 号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市宛平南路 725 号 

 上海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武夷路 196号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北京西路 1400弄 24 号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 上海市普陀区泸定路 355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市淮海西路 241 号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上海市华山路 1328 号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15 号 

 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淮海西路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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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市闸北区延长中路 399号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 389号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杨浦区政民路 507号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延长中路 301 号 

 上海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 831号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 

上海市长海路 225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180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漕廊公路 2901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肿瘤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270号 

 天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与天山路交口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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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巿儿童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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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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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天津泰达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大街 65 号 

 天津 天津胸科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 93 号 

 天津 天津传染病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苏堤路 75 号 

 天津 天津肿瘤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路 

 天津 天津环湖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 122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同安道 66 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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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天津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李七庄凌庄子道 47-1号 

 天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 60 号 

 天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600号 

 天津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血液病医院（天津血液病医院） 

天津市南京路 288号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市河北区真理道 3号 

 天津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75 号 

 天津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市南开三马路 156号 

 天津 天津市心理卫生专科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平东道 29 号 

 天津 天津市安康医院 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 34 号 

 天津 天津市肺科医院（天津市结核病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柳林路 14 号 

 天津 天津市长征医院 天津市红桥区北马路 354号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三纬路 122号 

 天津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 4号 

 天津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铁路中心医院） 

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 1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12 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 23 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91 号 

 天津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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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天津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406号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天津市西青区复康路 251号 

 重庆 重庆大坪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支路 10号 

 重庆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北区南桥寺院部) 

重庆市江北区盘七支路 6号 

 重庆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渝中区道门口院部) 

重庆市渝中区道门口 40 号 

 重庆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枇巴山正街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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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分院) 

重庆市人民路 191号 

 重庆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金山医院) 

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鸳鸯湖 39 号 

 重庆 重庆西南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30号 

 重庆 重庆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36号 

 重庆 重庆新桥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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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四医院 重庆江北区建新东路 29 号 

 重庆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卫国路 90号 

 重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万州区新城路 165号 

 重庆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 601起点站中信大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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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村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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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汉渝路 181号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 426号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5号)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国重庆市临江路 74号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永川市萱花路 439号 

 山西省 大同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大同市文昌街 1号 

 山西省 大同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北路 141号 

 山西省 大同 大同同煤集团总医院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纬七路 1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 85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 13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458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中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晋祠路一段 75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寺东街 26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漪汾街 18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太原市新民北街 12 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眼科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府东街 100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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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 太原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269号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9号 

 山西省 太原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山西医科大

学附属传染病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 65 号 

 山西省 永济 山西省永济五七五工厂职工医院 山西省永济市五七五工厂职工医院 

 山西省 汾阳 山西省汾阳医院 山西省汾阳市城内胜利街 186号 

 山西省 长治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长治市延安南路 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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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 长治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山西省长治市太行东街 271号 

 山西省 晋中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顺城街 85号 

 山西省 晋中 山西晋煤集团总医院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山西省 运城 运城市中心医院(东院) 山西省运城市河东东街 3690 号 

 山西省 运城 运城市中心医院(西院) 运城市红旗西街 173 号 

 山西省 运城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医院 运城市凤凰北路 152 号 

 山西省 阳泉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南大街 167号 

 山西省 临汾 临汾市人民医院 临汾市解放西路 17号 

 山西省 忻州 忻州市人民医院 忻州市健康东街 12号 

 山西省 吕梁 吕梁市人民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东路 2 号 

 山东省 东营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 38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青岛儿童医院) 

青岛市市北区同福路 6号 

(青岛市武定路 27号青岛市铁山路 10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江苏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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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立医院(皮肤病防治院) 山东省青岛市安徽路 21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北九水疗养院) 青岛崂山北宅北九水 

 山东省 青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O一医院 青岛市闽江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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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南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人民路 287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人民医院 青岛市安徽路 21 号 

 山东省 泰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红门路东村 6 号 

 山东省 泰安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龙潭路 29 号 

 山东省 淄博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路 54 号 

 山东省 淄博 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东路 11 号 

 山东省 淄博 淄博市中医医院 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中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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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第一医院分院 

(淄博市结核病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颜北路 255号(赵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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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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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 聊城 聊城市中医院 聊城市文化路 1号 

 山东省 聊城 聊城市人民医院 

(泰山医学院聊城临床学院)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西路 67 号 

 山东省 临清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临清市健康街 306号 

 山东省 枣庄 枣庄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中区公胜街 24 号 

 山东省 枣庄 枣庄市立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龙头路 41 号 

 山东省 枣庄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东路 25 号 

 山东省 枣庄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祁连山路 

 山东省 菏泽 菏泽市中医院 菏泽市丹阳路 1036 号 

 山东省 滨州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滨州市黄河二路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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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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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 25号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北园大街 247号 

 山东省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 42 号 

 山东省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 16369号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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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经八路 1号 

(省委向东 600 米左右）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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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 济南市中医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南院 济南市共青团路 76号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中医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北院 济南市筐市街 21 号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儿童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430号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济南市建国小经三路 2 号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 50号 

 山东省 济宁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健康路 6号 

 山东省 济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济宁市古槐路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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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 潍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 山东省潍坊市北宫西街 256号 

 山东省 潍坊 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 666号 

 山东省 临沂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东段 27 号 

 山东省 临沂 临沂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 211 号 

 山东省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 临沂市陵园东街 6 号 

 山东省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妇幼儿童医院 临沂市兰山区启阳路 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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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 烟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7中心医院 山东烟台市只楚南路 7号 

 山东省 烟台 烟台市中医院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 39 号 

 山东省 烟台 烟台毓璜顶医院 烟台市毓璜顶东路 20号 

内蒙古自

治区 

通辽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东段 1742号 

内蒙古自

治区 

牙克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林城路 81 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林荫路 41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包钢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少先路 20 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环城路 61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 包头市蒙中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工业路 

工业北路 157号 

内蒙古自

治区 

赤峰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昭乌达路中段 1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巴彦淖尔 巴彦淖尔市医院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东街 35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内蒙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 83号 

内蒙古自

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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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二连浩特分院)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友谊东罕乌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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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路 111 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健康街 11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园东路 6 号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乌达路 20号 

内蒙古自

治区 

漳州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 23 号 

内蒙古自

治区 

乌海 乌海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东街 29号 

 四川省 内江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内江市交通路沱中巷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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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 内江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新江路 244 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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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大道中段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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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4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成都市抚琴西路 338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5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9 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成都市实业街 32 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南区繁雄大道 

万象北路 18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红十字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庆云南街 10 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铁路中心医院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火车北站二环路北二段 82 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1 号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 132 号 

 四川省 自贡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檀木林街 2 号 

 四川省 自贡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汇东分院 自贡市汇东开发新区丹桂大街 282号 

 四川省 西昌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西昌市下顺城街 6号 

 四川省 宜宾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宜宾市北大街 96 号 

 四川省 南充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文化路 63 号 

(南充市文化路 113 号) 

 四川省 南充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人民南路 97 号 

 四川省 雅安 雅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城后路 358 号 

 四川省 遂宁 遂宁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遂宁市德胜西路 127号 

 四川省 达州 达州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通川区大东街(柴市街)151号 

 四川省 达州 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达州市大西街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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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 绵阳 绵阳市中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绵阳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涪城路 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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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 绵阳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省绵阳市剑南路东段 190号 

 四川省 广元 广元市中心医院 广元市利州区井家巷 16 号 

 四川省 德阳 德阳市人民医院 德阳市泰山北路 173 号 

 四川省 乐山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中国四川乐山市柏杨路 62 号 

 四川省 攀枝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攀枝花市大河北路三村 60 号 

 四川省 泸州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太平街 25 号 

 四川省 眉山 眉山市人民医院 - 新区医院 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大道南四段 288号 

 四川省 眉山 眉山市人民医院 -老区医院 眉山市东坡区文庙街 1号 

 甘肃省 天水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05 号 

 甘肃省 合肥 张掖市人民医院(张掖地区人民医院) 张掖市环城西路 8 号 

 甘肃省 临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医院 甘肃省临夏市西川 

 甘肃省 兰州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204号 

 甘肃省 兰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 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72 号 

 甘肃省 兰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三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 818号 

 甘肃省 兰州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732号 

 甘肃省 兰州 甘肃省中医院 兰州市七里河区安西路 518号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1号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萃英门 82号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兰州市七里河区吴家园西街 1 号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军区总医院 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西街 98号 

 甘肃省 庆阳 庆阳市人民医院 庆阳市南大街 608号 

 吉林省 四平 四平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南迎宾街 89 号 

 吉林省 四平 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吉林省脑科医院） 

吉林省四平市中央西路 98 号 

 吉林省 白山 通化矿务局总医院 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福安路 28 号 

 吉林省 吉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二医院 吉林市船营区越山路 47 号 

 吉林省 吉林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市解放中路 12号 

 吉林省 吉林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市龙潭区大同路 32 号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市南京街 4号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 9号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原吉林铁路医院) 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 36 号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市华山路 81 号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吉林市肿瘤医院) 吉林市通江路 765号 

 吉林省 延吉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 1327 号 

 吉林省 延吉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延吉市局子街 119号 

 吉林省 长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0八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 47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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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仙台大街 126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 71 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街 1183 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中医院 

(即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1478 号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810 号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 69号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妇产科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五马路 555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长春市东风大街 2643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长春市朝阳区清华路 1500 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肿瘤医院(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长春市朝阳区湖光路 1018 号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中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曙光路 463号 

 吉林省 长春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自强街 218号 

 吉林省 辽源 辽源市中医院 辽源市经康路 65 号 

 安徽省 黄山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栗园路 4 号 

 安徽省 六安 六安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皖西西路 21 号 

 安徽省 六安 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六安市人民路 76 号 

 安徽省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绩溪路 218号 

 安徽省 合肥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 390号 

 安徽省 合肥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和平路 246号 

 安徽省 合肥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中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17号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39 号 

 安徽省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 678号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 17 号 

 安徽省 安庆 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 352号 

 安徽省 池州 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池州市百牙中路 3号 

 安徽省 阜阳 太和县中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团结西路 59 号 

 安徽省 阜阳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阜阳市鹿祠街 63 号 

 安徽省 蚌埠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长淮路 287号 

 安徽省 蚌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3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燕山路 1052 号 

(三路车到 123 医院下) 

 安徽省 蚌埠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中路 38 号 

 安徽省 蚌埠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西侧宏业路 220号 

 安徽省 宿州 宿州市立医院 安徽省宿州市汴河中路 299号 

 安徽省 巢湖 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巢湖市巢湖北路 184号 

 安徽省 淮北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淮北市淮海西路 66 号 

 安徽省 淮南 淮南矿务局职业病防治院 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大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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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 铜陵 铜陵市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 中国安徽省铜陵市笔架山路 468 号 

 安徽省 芜湖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芜湖市赭山西路 92 号 

 安徽省 芜湖 芜湖市中医医院 芜湖市九华中路 240 号 

 安徽省 芜湖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芜湖市镜湖区渡春路 231号 

 安徽省 亳州 亳州市人民医院 亳州市薛家巷三号 

 安徽省 亳州 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紫苑路与希夷大道交叉口 

 安徽省 亳州 亳州市人民医院新院 亳州市委党校东侧 

 安徽省 马鞍山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北路 45 号 

 江西省 九江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九江市塔岭南路 48 号 

 江西省 九江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东院）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东路 57 号 

 江苏省 九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一医院 江西省九江市东门口 1216 号 

 江西省 九江 九江市中医院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南路 261号 

 江西省 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妇女儿童医院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南路 15 号 

 江西省 上饶 上饶市人民医院 中国江西上饶市书院路 84-87号 

 江西省 吉安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 110号 

 江西省 吉安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道 106号 

 江西省 宜春 宜春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中山西路 88 号 

 江西省 宜春 宜春市中医院 宜春市中山路 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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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22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 17 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象山北路 128号 

 江西省 南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南昌市井冈山大道 1028 号 

 江西省 南昌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省中医院) 

南昌市八一大道 445 号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肺科医院(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南昌市迭山路 346号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肿瘤医院 南昌市北京东路 519 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中心福州路 49 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 1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第三医院 南昌市象山南路 2 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暨南昌市骨伤医院 南昌市民德路 264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 133号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市第二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

属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市八一大道 90号（老福山） 

 江西省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广场北路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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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中华北路 317号 

 江西省 萍乡 萍乡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广场路 128 号 

 江西省 新余 新余市人民医院 新余市团结西路 106 号 

 江西省 新余 新余市中医院(新余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新余市抱石大道 518 号 

 江西省 抚州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 421号 

 江西省 赣州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赣州市青年路 23 号 

 江西省 赣州 赣州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17 号 

 江西省 赣州 赣州市立医院 江西省赣州市大公路 49 号 

 江西省 鹰潭 鹰潭市人民医院 鹰潭市胜利西路 261 号 

 江苏省 江阴 江阴市中医院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中路 130号 

 江苏省 江阴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江阴市寿山路 163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南京市莫愁路天妃巷 123 号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300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夫子庙金陵路 1 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 68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321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医院(北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 53 号 

(鼓楼区中山北路 253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仙林鼓楼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仙林医院） 

仙林灵山北路 188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儿童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72 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305号 

 江苏省 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南京市杨公井 34 标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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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市建邺区汉中路 155号 

 江苏省 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湖南路丁家桥 87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 215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市百子亭 42 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 264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京下关姜家园 121 号 

 江苏省 南京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 200 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溧水县人民医院 溧水县在城镇中大街 35 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市钟山医院) 

南京市孝陵卫 179号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国中医科学 

院江苏分院、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省南京市红山路十字街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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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 368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鼓山路 168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2007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第二医院(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南京市肿瘤医院、南京市老年病医

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钟阜路 1-1号 

 江苏省 南通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西寺路 20 号 

 江苏省 南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孩儿巷北路 6号 

 江苏省 南通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建设路 41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 99 号 

 江苏省 徐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 

(徐州医学院附属淮海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路 226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徐州市解放南路 199 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山南路 169 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徐州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 46 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暨肿瘤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路 131 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北路 19 号 

 江苏省 徐州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徐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煤建路 32 号 

 江苏省 泰州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泰州市邑庙街 6号 

 江苏省 泰州 泰州市人民医院北院 迎春路 210号 

 江苏省 泰州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海陵南路 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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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兴隆巷 29 号 

 江苏省 常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2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和平北路 55 号 

 江苏省 常州 常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常州市和平北路 25 号 

 江苏省 常州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博爱路 26 号(天宁区博爱路 16号) 

 江苏省 苏州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康乐路 4号(长安南路 

77号)(江苏省杨舍镇康乐路 2号) 

 江苏省 苏州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暨阳西路 68号 

 江苏省 淮安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北京西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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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 连云港市中医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中路 160号 

 江苏省 连云港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西院) 连云港市海州幸福路 161号 

 江苏省 连云港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东院) 新浦海连东路 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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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 江苏省扬州市泰州路 45 号 

 江苏省 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中路 368号 

 江苏省 扬州 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市文昌中路 575、577 号 

 江苏省 扬州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扬州市南通西路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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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 299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 68 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惠河路 200号 

 江苏省 无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一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通惠中路社桥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槐树巷 48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中路 111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兴源北路 585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中医院 无锡市崇安区后西溪 33 号 

 江苏省 无锡 宜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通贞观东路 

通贞观路 75号 

 江苏省 无锡 宜兴市中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解放东路 17 号 

 江苏省 无锡 宜兴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通贞观东路 

通贞观路 70号 

 江苏省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 

(江滨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 438号 

 江苏省 镇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江苏省镇江市电力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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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市三香路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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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市景德路 303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市中医院 沧浪新城杨素路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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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苏州白塔西路 16 号 

 江苏省 苏州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前进西路 91 号 

 江苏省 昆山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友谊院区 

昆山市青阳中路 5 号 

 江苏省 昆山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广仁院区 

昆山市周市镇蔚洲路 15 号 

 江苏省 昆山 昆山市中医医院 玉山镇朝阳西路 189 号 

 江苏省 昆山 昆山市中医医院张浦分院 张浦镇茶风街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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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昆山 昆山市中医医院周市分院 迎宾东路 888号 

 江苏省 泰兴 泰兴市人民医院 泰兴市长征路 1号 

 江苏省 盐城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盐城市越河路 14 号 

 江苏省 盐城 盐城市中医院 盐城市人民中路 53号 

 江苏省 靖江 靖江市人民医院 靖江市中洲路 28 号 

 江苏省 常熟 江苏省常熟巿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常熟市书院街 1号 

 江苏省 常熟 江苏省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常熟市涉 

外医院）暨扬州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常熟海虞南路 68 号 

 江苏省 常熟 常熟巿中医院(新区医院,妇保幼) 

(南京中医药大学常熟附属医院) 

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东端 

 江苏省 吴江 江苏盛泽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 

盛泽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盛泽分院) 

吴江市盛泽镇市场中路 9号 

 江苏省 吴江 吴江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吴江医院) 

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公园路 169 号 

 江苏省 丹阳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丹阳市新民西路 2 号 

  西藏自 

  治区 

拉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廓北路 18号 

  西藏自 

  治区 

拉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阳扎路 

 河北省 石家庄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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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中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233号 

(人民商场西行 200 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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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89号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133 号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岗路 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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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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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丘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河北省任丘市会战道 

 河北省 邢台 邢台市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邢台市红星街 16 号 

(市政府西行 300米路南) 

 河北省 承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河北省承德市大佛寺北 

 河北省 承德 承德市中心医院 承德市西大街路北 11号 

 河北省 承德 承德市中医院 

(承德医学院附属中医院）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路南 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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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 承德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承德市南营子大街 36 号 

 河北省 邯郸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邯郸市丛台路 81 号(邯郸市丛台路甲 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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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 邯郸市中医院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 311 号 

 河北省 邯郸 邯郸市第一医院 邯郸市丛台路 24 号 

 河北省 邯郸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南街 2 号 

 河北省 保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二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花园街 81 号 

 河北省 保定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保定市裕华东路 212号 

 河北省 保定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保定市天威中路 1 号 

 河北省 保定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长城北大街(前卫路)320号 

 河北省 保定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保定市保定市五四东路 443号 

(原保定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百花东路 966号) 

 河北省 保定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裕华西路 16 号 

(河北省保定市华西路 530 号) 

 河北省 保定 涿州市结核病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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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唐山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康庄道 6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唐钢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缸窑路荣华道 1 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北路 21 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开滦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 57 号 

 河北省 唐山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唐山市路北区妇幼保健站)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 14 号 

(河北省唐山市)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眼科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北新西道 11 号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协和医院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西道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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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 唐山市人民医院(唐山市肿瘤医院) 唐山市路南区胜利路 65 号 

 河北省 秦皇岛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 209号 

 河北省 秦皇岛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 258号 

 河北省 张家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建国路 13 号 

 河北省 张家口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家口市长青路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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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 廊坊市中医院 河北省廊坊市银河北路 108号 

 河北省 沧州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中路 201号 

 河北省 沧州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市骨科医院） 

河北省沧州市南环西路 22 号 

 河北省 沧州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沧州市清池大道 7 号 



19   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院名单 

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医院名单（以下所列之医院或会有所更改，概以本公司之决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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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日期 2016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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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 平煤集团总医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 1 号院 

 河南省 安阳 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安阳市解放路中段 18 号 

 河南省 安阳 安阳市中医院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 22号 

 河南省 周口 安阳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安阳市洹滨北路 2号 

 河南省 周口 周口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路东 26 号 

 河南省 南阳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工农路 312号 

 河南省 南阳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市建设东路 66号 

 河南省 洛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50中心医院 河南省洛阳市第 150 中心医院 

(洛阳市高新区华夏路 1 号) 

 河南省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 24号 

 河南省 洛阳 洛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中路 288号 

 河南省 洛阳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河南省西工区玻璃厂路 

 河南省 洛阳 洛阳正骨医院 洛阳市启明南路 82号 

 河南省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洛阳市金谷园路 80号 

 河南省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洛阳东方医院） 

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36 号 

 河南省 焦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 O医院 河南省焦作市工业路东段 

 河南省 焦作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中路 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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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开封市河道街 85 号 

 河南省 新乡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 56 号 

 河南省 新乡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新乡卫辉市健康路 88 号 

 河南省 漯河 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漯河市人民东路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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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 153 医院东区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460 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友爱路 42号 

 河南省 郑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三中心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 

 河南省 郑州 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康复中街 1号 

 河南省 郑州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 19号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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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 127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市经八路 2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暨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郑州市康复前街七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康复前街 3 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市桐柏路 195号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市陇海中路 58号 

 河南省 濮阳 中原石油总医院 河南省濮阳市大庆路 341号 

 河南省 濮阳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胜利西路 189 号 

 河南省 商丘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国商丘市凯旋南路 292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同仁路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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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38 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青 

海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市辖区南大街 55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省妇产儿童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共和路(15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康复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 6 号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藏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南山东路 97 号 

 海南省 三亚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亚市解放路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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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海口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白水塘路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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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中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北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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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海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七中心医院 海口市龙昆路 100号 

 海南省 三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三亚市海棠湾南区 C10片区 

 浙江省 台州 浙江省台州医院 浙江省临海市西门街 150号 

 浙江省 台州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横街路 218 号 

 浙江省 台州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999 号 

 浙江省 台州 台州市立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81号 

 浙江省 台州 台州市中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西路 278号 

 浙江省 江山 江山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江山市航埠山路 9号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浣纱路 261号 



21   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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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竹竿巷 57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79 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 88 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上塘路 158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邮电路 54 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院本部) 浙江省杭州市古翠路 234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天目山路院区)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32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闲林院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东路 1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新华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 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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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 14号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环城东路 208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浙江省杭州延安路 395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学士路 1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半山桥广济路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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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杭州市西溪医院(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西溪医院)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横埠街 2 号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儿童医院 (杭州市儿童医院) 杭州市文晖路 195号 

 浙江省 金华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明月街 351号 

 浙江省 金华 金华市中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双溪西路 439号 

 浙江省 金华 金华市人民医院 金华市新华街 228号 

 浙江省 金华 东阳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吴宁西路 60 号 

 浙江省 海宁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海宁市长埭路 177号 

 浙江省 海宁 浙江省海宁市中医院 浙江省海宁市干河街 145号 

 浙江省 绍兴 绍兴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绍兴市中兴北路 568号 

 浙江省 绍兴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517号 

 浙江省 绍兴 绍兴第二医院 绍兴市延安路 123号 

 浙江省 绍兴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妇女儿童医院) 

浙江省绍兴市东街 305号 

 浙江省 绍兴 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绍兴中医院)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 641号 

 浙江省 富阳 浙江省富阳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富阳市桂花路 2-4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府学巷 2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 

育英儿童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学院西路 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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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学院西路 270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人民医院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州市仓后街 57 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西路 109号 

 浙江省 温州 乐清市第一人民医院  

(乐清市人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乐清医院) 

乐清市清远路 338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市江滨西路康乐坊口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仓后 57号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市锦绣路 75 号 

 浙江省 温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医院 温州市六虹桥蛟尾路 9号 

 浙江省 温岭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南路 190号 

 浙江省 瑞安 瑞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瑞安市万松路 108号 

 浙江省 义乌 义乌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路 699号、南门街 519 号 

 浙江省 嘉兴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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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永康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永康市金山西路 599号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柳汀街 59 号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西北街 41号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兴宁路 57 号 

 浙江省 宁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3医院 宁波市中山东路 377 号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中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丽园北路 819号(广安路 268号)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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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 339号 

 浙江省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宁波市百丈东路 251 号 

 浙江省 丽水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众街 15号 

 浙江省 丽水 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丽水市括苍路 289号 

 浙江省 衢州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衢州中心医院) 

浙江省衢州市钟楼底 2号 

 浙江省 湖州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湖州市红旗路 198号 

 浙江省 湖州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湖州市公园路 255号 

 浙江省 绍兴 诸暨市人民医院 陶朱街道城西工业新区健民路 9号 

 浙江省 绍兴 诸暨市中医医院 -总院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 36 号 

 浙江省 绍兴 诸暨市中医医院 -浣东分院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 521号 

 浙江省 绍兴 新昌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 1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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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杭州 临安市人民医院 临安市衣锦街 548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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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西安 唐都医院(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1 号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 256号 

 陕西省 西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一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东路 269号 

 陕西省 西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三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建设西路 6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 161 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 325 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门内西举院巷 69 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红会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稍门南郭路 76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大街粉巷 30 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四医院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 21 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 98号 

(北大街什字东南角) 

 陕西省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五路 157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高新医院 陕西省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团结南路 16号 

 陕西省 西安 西安铁路中心医院(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151号 

(友谊东路) 

 陕西省 西安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陕西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88 号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华门 2号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后宰门 73号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太乙乡 

上湾村甲字 1号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 309号 

 陕西省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秦都口腔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 145号 

 陕西省 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咸阳市渭阳西路副 2号 

 陕西省 汉中 中航工业三二 O一医院 

（汉中 3201医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道 783号 

 陕西省 汉中 汉中市中心医院 汉中市康复路 22 号 

 陕西省 宝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中心医院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 45 号 

 陕西省 宝鸡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8号 

 陕西省 宝鸡 宝鸡市中医院 陕西省宝鸡市宝福路 43 号 

 陕西省 榆林 榆林市第一医院暨延安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绥德总院 

榆林市绥德县文化路 59 号 

 陕西省 榆林 榆林市第一医院暨延安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榆林分院 

榆林市开发区榆溪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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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 十堰 十堰市人民医院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湖北省十堰市朝阳中路 39 号 

 湖北省 十堰 十堰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路 24 号 

 湖北省 十堰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南路 29 号 

 湖北省 十堰 东风总医院 湖北省十堰大岭路 10号 

 湖北省 孝感 孝感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孝感市广场路 6号 

 湖北省 宜昌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号 

 湖北省 宜昌 宜昌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胜利 3路 1号 

 湖北省 宜昌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解放路 2号 

 湖北省 宜昌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三峡大学第二人 

民医院湖北民族学院附属宜昌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 21 号 

 湖北省 宜昌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 

(三峡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宜昌市夷陵大道 410 号 

 湖北省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 

 湖北省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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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 627号 

 湖北省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七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工农兵路 15 号 

 湖北省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黄浦路 68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237 号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中山医院 

（武汉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 26 号 

(硚口月湖桥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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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26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江岸区黎黄陂路 49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武汉市儿童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香港路 100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 215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同仁医院） 

彭刘杨路院区 

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 241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同仁医院） 

光谷关山院区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路 1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 473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普爱医院（原武汉市第四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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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江汉北路 18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丁字桥涂家岭 9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游艺路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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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475 号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街道口武珞路 745号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 116号 

 湖北省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生态风景区 

环湖路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中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胭脂路粮道街花园山 4号 

 湖北省 咸宁 咸宁市中心医院 咸宁市咸安区金桂路 228号 

 湖北省 恩施 恩施州中心医院(西医部) 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道 158号 

 湖北省 恩施 恩施州中心医院(中医部) 湖北省恩施市航空大道 178号 

 湖北省 鄂州 鄂州市中心医院 鄂州市鄂城区文星路 9号 

 湖北省 鄂州 鄂州市中医院 鄂州市鄂城区滨湖北路 9号 

 湖北省 黄石 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 43 号 

 湖北省 黄石 黄石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广场路 12 号 

 湖北省 黄冈 黄冈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黄冈市考棚街 16 号 

 湖北省 襄阳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解放路 15 号 

 湖北省 襄阳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荆州街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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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樊 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襄樊市解放路 75 号 

 湖北省 襄樊 襄樊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襄樊市襄城荆州街 39 号 

 湖北省 襄阳 襄樊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长征路 24 号 

 湖北省 荆门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67 号 

 湖北省 荆门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39 号 

 湖北省 荆州 荆州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路 1号 

 湖北省 荆州 荆州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江津东路 172号 

 湖北省 荆州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 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8号 

 湖北省 荆州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荆州市沙市区金龙路 40 号 

 湖北省 仙桃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 仙桃市沔州大道中段 29 号 

 湖南省 岳阳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东茅岭路 39 号 

 湖南省 邵阳 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干元巷 36号 

 湖南省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 139号 

 湖南省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桐梓坡路 1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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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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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北段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 61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梓园路 86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咸嘉湖 582号 

 湖南省 长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三医院(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 1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中路 95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中医院）(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蔡锷北路 233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 58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湘春路 23 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北区湘雅路 87 号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医医院本部（星沙新址） 长沙县星沙镇星沙大道 22 号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医院南院 

(长沙市南区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南院)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542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医医院东院(长沙市中医院东 

院，长沙市第七医院,长沙铁路医院) 

长沙市五一大道 39号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本院) 长沙市韶山南路 161 号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北院) 长沙市湘春路长春巷 1号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 311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湖南省马王堆疗养院)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路 1号 

 湖南省 株洲 株洲市中心医院(老院) 湖南省株洲市车站路 23 号 

 湖南省 株洲 株洲市中心医院(总院) 天元区长江南路 116 号 

 湖南省 株洲 株洲市中医院 株洲市人民中路 5-1 号 

(株洲人民路 571号) 

 湖南省 益阳 益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益阳市五一西路 232号 

 湖南省 益阳 益阳市中心医院 益阳市康复北路 118 号 

 湖南省 益阳 益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益阳市康复南路 8 号 

 湖南省 娄底 娄底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娄底市长青中街 51 号 

 湖南省 常德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路 818号 

(常德市人民东路 388号) 

 湖南省 常德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常德市中医院) 湖南省常德市滨湖中路 

 湖南省 郴州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郴州市北湖区罗家井 102号 

 湖南省 湘潭 湘潭市中心医院 湘潭市雨湖区和平路 120号 

 湖南省 湘潭 湘潭市四院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湘潭市东湖路 295号 

 湖南省 衡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九中心医院(衡阳) 湖南衡阳市珠珲区东风南路 369 号 

 湖南省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解放路 30号 

 湖南省 衡阳 衡阳市中心医院(衡阳) 衡阳市雁城路 12 号(雁峰公园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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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 衡阳 衡阳市中医医院(衡阳) 衡阳市蒸湘北路 25号 

 湖南省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衡阳市船山路 69 号 

 湖南省 怀化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怀化市锦溪南路 144号 

 湖南省 怀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五医院 怀化市迎丰东路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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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贵州省精神卫生中心) 

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 206号 

 贵州省 贵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阳市博爱路 97 号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阳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贵州省贵阳市北京西路 1号 

（黔灵公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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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 贵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 贵阳市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 67号 

 贵州省 贵阳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 71 号 

 贵州省 贵阳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省贵阳云岩区飞山街 83 号 

 贵州省 贵阳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贵阳市瑞金南路 63号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医科大附属白云医院 

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医院 

贵阳市白云区刚玉街 108号 

 贵州省 遵义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省遵义市大连路 149号 

 贵州省 遵义 遵义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遵义市凤凰路 98 号 

 贵州省 都匀 黔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都匀市文峰路 9号 

 贵州省 都匀 黔南州中医院 黔南都匀市剑江中路 32 号 

 贵州省 凯里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凯里市金井路八号 

 贵州省 都匀 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省四一四医院) 

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平桥院区） 

都匀市七星路七号 

 贵州省 安顺 安顺市医院 安顺市虹山东路 22号 

 贵州省 六盘水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钟山大街钟山西路 56号 

 贵州省 兴义 兴义市人民医院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园林路一号 

 贵州省 兴义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兴义市盘江路９５号 

 云南省 大理 大理州人民医院 云南大理市下关人民南路 122号 

 云南省 玉溪 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聂耳路 21号 

 云南省 玉溪 玉溪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玉溪市聂耳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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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昆明官渡区茨坎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昆明市华山西路 5 号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昆明西昌路 295号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麻园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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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金碧路 157号 

 云南省 昆明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大观路 212号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245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中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光华街 120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中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和平后村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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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原昆明铁路局中心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292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昆明市人民西路 174 号 

 云南省 景洪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云南省景洪市高噶兰南路 17 号 

 云南省 开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云南省开远市健民路 147号 

 云南省 丽江 丽江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福慧路 526 号 

 云南省 个旧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个旧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南路 17 号 

 云南省 个旧 云南省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红河州肿瘤防治研究中心) 

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229号 

黑龙江省 大庆 大庆市人民医院（哈医大第五医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建设路 213号 

黑龙江省 大庆 大庆市中医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宝健路 8 号 

黑龙江省 大庆 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康街 9 号 

黑龙江省 大庆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庆龙南医院 

(大庆龙南医院) 

大庆市让胡路区爱国路 35 号 

黑龙江省 北安 黑龙江省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黑龙江省北安市交通路 61 号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长安街四号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市林业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新华路 50 号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建卫路 4 号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通乡路 5 号 

黑龙江省 佳木斯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德祥街 348号 

黑龙江省 佳木斯 佳木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第二医院 

(佳木斯口腔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红旗路 522号 

黑龙江省 佳木斯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山街 256号 

黑龙江省 佳木斯 佳木斯市中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解放路 38号 

黑龙江省 佳木斯 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华路 37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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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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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 148号 

(南岗区学府路 246 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411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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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1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45 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副 270 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7 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 415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214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三医院 哈尔滨市平房区卫健街 3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 119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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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市动力区和平路 26 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中医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三辅街 142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黑龙江省红十字会医院) 

哈尔滨市和兴路 32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结核病防治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街 1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双路 235号 

黑龙江省 绥化 绥化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二东路 148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O三医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建华区建设大街 59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齐齐哈尔巿铁锋区平安南街 36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 20 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 38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 37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向阳大街 26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太顺街 27 号 

黑龙江省 双鸭山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 200 号 

黑龙江省 双鸭山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分局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友谊县红兴隆分局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双鸭山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双鸭山市尖山区向阳小区 

黑龙江省 鸡西 黑龙江省鸡西市医集团鸡西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兴国中路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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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 

新疆维吾 伊宁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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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自治区 伊宁市斯大林街 92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新疆克拉玛依市准噶尔路 67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乌鲁木齐总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友好北路 41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空军乌鲁木齐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4 医院)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6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中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116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兵团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青年路 232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街

789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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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 393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米东新区分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新区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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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鲤鱼山南路 137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石油管理局乌鲁木齐医院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9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肺科医院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 8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湖院址:新疆乌鲁木齐南湖东路二巷 38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七道湾院址:新疆乌鲁木齐七道湾南路 1284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河南路 118 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儿童医院 

（前身为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健康路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总院 

（红山医院） 

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 590号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市妇 

产医院)（市妇幼保健院）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4号 

新疆维吾 库尔勒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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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自治区 (巴州人民医院) 库尔勒市人民东路 41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西路 148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分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429 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医科大学院附属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804 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解放军第五医院(银川第五医院) 宁夏银川市胜利南街 889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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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银川市西夏区懐远东路 499号 

福建省 三明 三明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东新一路 29 号 

福建省 石狮 石狮市（华侨）医院 石狮市香江路 812号 

 福建省 泉州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街 700号 

 福建省 泉州 泉州第一医院(本部) 福建省泉州市东街 248-252号 

 福建省 泉州 泉州第一医院(城东分院)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东组团安吉路 

 福建省 泉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 0医院 

(泉州海峡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北门外清源山下 

 福建省 泉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中山北路 34 号 

 福建省 泉州 安溪县医院(安溪铭选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凤城镇河滨南路 

 福建省 泉州 安溪中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凤城镇八三一路 

 福建省 泉州 晋江市中医院 福建省泉州市泉安中路 1105 号 

 福建省 莆田 莆田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龙德井 389 号 

 福建省 莆田 莆田第 95 医院 福建莆田市东岩路 485号 

 福建省 莆田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福建省莆田市梅园东路 181号 

 福建省 莆田 莆田市荔城区平民医院 莆田市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即厦门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厦门市镇海路 55 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即厦门市第一医院>(杏林院区) 

福建省厦门市杏林洪埭路 11 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即厦门市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福建省厦门市古城西路 6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厦门市第一 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福建路 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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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鼓浪屿风景区分院)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即厦门市第一医院>(翔安分院) 

福建省厦门市马巷镇民安路 101 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10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湖滨南路 201-209号 

 福建省 厦门 厦门眼科中心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 336号 

 福建省 厦门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市中医院 厦门市仙岳路 1739 号 

 福建省 厦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厦门市文园路 94-96路 

 福建省 漳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华中路 269号 

 福建省 漳州 漳州市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 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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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西二环北路 156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 817中路 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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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 134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 91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茶中路 20 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 23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州市中西结合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藤路 47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湖边 2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支路 13 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省妇儿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 18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儿童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 817中路 145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州红十字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达道路 190号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中医院(福州市人民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 102号 

 福建省 龙岩 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九一北路 105号 

 福建省 龙岩 龙岩人民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登高西路 31 号 

 福建省 龙岩 龙岩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兴路 153 号 

 福建省 南平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南平市延平区中山路 317号 

 福建省 宁德 宁德市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福建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北路 7 号 

 福建省 福清 福清市医院 福清市清荣大道 112 号 

 福建省 南安 南安市医院 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街道办事处新华街 330号 

 福建省 南安 泉州市光前医院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光前南街 

 福建省 邵武 邵武市立医院 福建省邵武市李纲东路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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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 

玉林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教育中路 497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玉林 玉林市骨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教育中路 597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百色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山二路 18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百色 百色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城乡路 8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 北海市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九附 

属医院、第九临床医学院) 

广西省北海市和平路 83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 北海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新建路 1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文明路 175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 北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深圳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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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琅东分院) 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悦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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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一分院) 广西省南宁市西乡塘区邕武路 1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 广西省南宁市双拥路 6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 广西省南宁市大学西路 32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O三医院 南宁市植物路 52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南宁市淡村路 13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市东葛路 8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中医学院瑞康医院 广西南宁市华东路 10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广西壮医医院) 

广西南宁市明秀东路 232号(234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南宁市新阳路 2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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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10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南宁市河堤路 71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宁市新阳路 227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广西南宁市新城区长岗二里 1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 南宁市共和路 209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暨南宁市 

妇女儿童医院 

南宁市友爱南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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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 柳州市中医院 广西省柳州市解放北路 32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柳州市柳石路 1号(鱼峰山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原柳州铁路中心医院) 

广西柳州市飞鹅路利民区 14 号 

(柳州市东环路)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原柳州地区人民医院) 

柳州市跃进路 124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柳州市城中区映山街五十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卫校附属医院 

柳州市肿瘤医院 

柳州市箭盘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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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 桂林市中医医院 广西省桂林市临桂路 2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乐群院区) 广西省桂林市乐群路 15 号(乐群路 95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临桂院区) 广西省临桂县临桂镇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新桥园路一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桂林市崇信路 46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桂林市迭彩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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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桂林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路 2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 梧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梧州市高地路南三巷一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 梧州市中医院 梧州市新兴二路 142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梧州市蝶山区新兴一路 3-1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钦州市钦南区前进路 44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钦州市钦城区文峰南路 21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钦州市新兴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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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 中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 2号 

 广东省 中山 中山市博爱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城桂路 6号 

 广东省 中山 小榄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公路 18 号 

 广东省 中山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康欣路 3号 

 广东省 中山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  

广东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公路 18 号 

 广东省 江门 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江门市北街海旁街 23 号 

 广东省 江门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广东省江门市华园东路 30 号 

 广东省 江门 开平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区长沙三江开发区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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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汕头 汕头市中心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汕头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 114号 

 广东省 汕头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汕头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升平区外马路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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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尾 汕尾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汕尾市海滨大道 

 广东省 普宁 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大道 30 号 

 广东省 揭阳 揭阳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揭阳医院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天福路 107 号 

 广东省 潮州 潮州市人民医院（潮州医院） 潮州市城新路 8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广海大道西 16 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亲仁路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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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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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 顺德中西医结合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顺德区大良顺峰山金沙大道 

 广东省 佛山 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区蓬莱路 1号 

 广东省 佛山 广东同江医院 广东顺德大良凤翔直街 

(佛山顺德大良南国东路东延线)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 11 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平路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 

佛山市佛平路 40 号 

 广东省 佛山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五路 16号 

 广东省 佛山 佛山禅城中心医院（原石湾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三友南路 3 号 

（石湾文化广场侧）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保健路 3号 

 广东省 东莞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东莞东华医院)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东路 1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市万江区新谷涌万道路南 3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分院)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光明大道新街路 2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中医院(总院) 东莞市东城区松山湖大道 22 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中医院(分院)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门路 61 号 

(东莞市城区环城路 61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康华医院 广东省东莞市市辖区东莞大道 1000号 

 广东省 东莞 南方医科大学仁康医院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溪头东溪路 88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东莞医院) 

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 154号 

 广东省 东莞 石龙人民医院 东莞市石龙镇黄洲祥龙路 1号 

 广东省 河源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河源市文祥路 733号 

(广东省河源市公园东路 31 号) 

 广东省 茂名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茂名市为民路 101号 

 广东省 茂名 茂名市中医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五路 7号大院 

 广东省 珠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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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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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 梅州市人民医院(江南田家炳医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黄塘路 

 广东省 梅州 梅州市人民医院(江北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扶大镇 

 广东省 梅州 梅州市人民医院(五官科院) 广东省梅州市城区黄塘路和梅兴路交界处 

 广东省 兴宁 兴宁市人民医院 梅州兴宁市城镇官汕西路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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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兴宁 兴宁市中医医院 梅州兴宁市兴城镇官汕一路 25号 

 广东省 清远 清远市人民医院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银泉路 B24号 

 广东省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120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巿儿童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7019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北路 1017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1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笋岗西路 3002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 1228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蛇口人民医院(东区)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路 1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蛇口人民医院(西区) 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七路 26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南山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9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妇女儿童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2004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东湖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布澜路 29 号 

(水官高速李朗出口，布澜路与水官高速立交

西南侧）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02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龙井二路 118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临床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2004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 福田区福强路 3012 号（保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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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3025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罗湖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友谊路 47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盐田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七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梧桐路 2010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爱心路 53号 

 广东省 深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又称：深圳市滨海

医院，简称：滨海医院或港大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塘街 40号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北三新南路 20 号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医学院附属惠州医院) 

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北路 41 号 

 广东省 惠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三医院 惠州市鹅岭南路 20号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中医医院 惠州市下角菱湖三路一号 

 广东省 惠州 惠阳市妇幼保健院 惠州市五四路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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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惠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惠州市惠阳区爱民东路 2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中大惠亚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 

惠州市大亚湾区中兴北路 186号 

 广东省 湛江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北路 52号 

 广东省 湛江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 2 号 

 广东省 湛江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57号 

 广东省 湛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九六医院 湛江市东坎区北桥路 14 号 

 广东省 湛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医院 湛江市海滨三路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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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 42号 

 广东省 肇庆 肇庆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肇庆市建设二路 2号 

 广东省 肇庆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 174号 

 广东省 肇庆 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建设二路 2号 

 广东省 韶关 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省韶关市惠民南路 

 广东省 韶关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医学院附属韶关医院） 

广东省韶关市东堤南路三十三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南路 54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本部)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58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83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西路 107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600 号石牌岗顶 

 广东省 广州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268 号 

 广东省 广州 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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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13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 16 号大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巿儿童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中路 318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巿妇婴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中路 402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96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盘福路 1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8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桥东路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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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路 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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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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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二沙岛大通路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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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涌岸街 36 号 

 广东省 珠海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珠海分院)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区景乐路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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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塘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麓景路上街 13 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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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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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冲围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增槎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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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内环西路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市陵园西路 56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岭南医院 广州市萝岗区开创大道 2693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广州市新港中路 468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 

(广州空军医院) 

广州市东风东路 801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 

一五七中心医院 

广州市沙河梅花园 

 广东省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海军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106号海军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广州市江南西路青竹大街 22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新都大道 67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中医院 广州市珠玑路 16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5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横枝岗路 62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市肿瘤医院) 

广州市麓湖路横枝岗 78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 250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城亚运南路 63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州市沙太南路 578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州市江南大道南 366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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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州市恒福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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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铁路中心医院) 

广东省广州东山农林下路 19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26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651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市金穗路 9号 

 广东省 广州 天河区中医医院（中心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黄埔大道中棠石路 

(天河交警一大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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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桥东路 65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 6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南园大街 1号-1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４８号 

 广东省 广州 从化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从化市街口镇新城中路 64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应急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66号大院 

 广东省 广州 增城市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博济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明东路 1号 

 广东省 广州 增城市中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荔城镇荔乡路 

 广东省 广州 增城市妇幼保健院 增城市荔城街健生路 1号 

 广东省 罗定 罗定市人民医院 罗定市罗城镇陵园路 34 号 

 广东省 云浮 云浮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云浮市环市东路 120号 

 广东省 台山 台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环北大道 80 号 

 广东省 台山 台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沙岗湖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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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儿童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 154 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千山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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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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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 156号 

(原老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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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 大连市中医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321 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宏济街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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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 大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0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80号 

 辽宁省 大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零六医院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茂林街 89 号 

 辽宁省 丹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零医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十经街 135 号 

 辽宁省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街 70号 

 辽宁省 丹东 丹东市中医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 20 号 

 辽宁省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宝山大街 76 号 

 辽宁省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北光路 45号 

 辽宁省 本溪 本溪金山医院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水塔路矿院街 16号 

 辽宁省 本溪 本钢总医院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路 29 号 

 辽宁省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 74号 

 辽宁省 阜新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保健街 43号 

 辽宁省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朝阳市朝阳大街二段六号 

 辽宁省 开原 辽宁省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开原市文化路 10 号 

(辽宁省辽阳市青年大街 84 号) 

 辽宁省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抚顺市第四人民医院) 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 5号 

 辽宁省 抚顺 抚顺市中医院 抚顺市新抚区东 6 路 9号 

 辽宁省 抚顺 抚顺市第二医院 抚顺市丹东路东段 61号 

 辽宁省 抚顺 抚顺矿业集团总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第七临床学院) 

辽宁省抚顺市中央大街 24 号 

 辽宁省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 

 辽宁省 盘锦 辽河油田中心医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振兴街迎宾路 26 号 

 辽宁省 调兵山 铁法煤业集团总医院 调兵山市振兴路 88号 

 辽宁省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 77 号 

 辽宁省 鞍山 鞍山市中医院 鞍山市铁东区新营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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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一医院 辽阳市白塔区卫国路 148号 

 辽宁省 辽阳 中国医科大学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阳市中华大街二段 148号 

 辽宁省 锦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五医院 锦州市古塔区重庆路二段九号 

 辽宁省 锦州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街五段二号 

 辽宁省 锦州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锦州市古塔区重庆路二段 28 号 

 辽宁省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中国辽宁市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 51 号 

 辽宁省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新立街新立里 36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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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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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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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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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九马路 20 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沈阳市小河沿路 46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17号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号 

 辽宁省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雪松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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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 沈阳市和平区砂阳路 240号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肿瘤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 44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妇儿医疗保健中心 

(沈阳市儿童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4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妇婴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90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阳市脑科医院） 

沈阳市大东区清泉路 69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东纬路 13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 188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北九马路 20 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沈阳市铁西区南七西路 5号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沈阳二四二医院） 

沈阳市皇姑区乐山路 3号 

 辽宁省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铁岭市银州区岭东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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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