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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医院   

 北京 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甲 19 号 

 北京 北京明德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9号 

 北京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 12 号 

 北京 北京圣马克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 53 号院林达海渔广

场 5号楼 

 北京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南街 2号 

 北京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 308 号 

 北京 北京亚运村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 5 号楼 

 北京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 7号 

 北京 北京东区儿童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42 号 

 北京 北京怡德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51 号 E 座 

 北京 北京恒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 46 号 

 北京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 号（北太平桥西

南角） 

 北京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4 号 

 北京 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 百子南路 18 

 北京 北京和美妇儿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北里甲 2号 

 北京 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 

 北京 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 京市朝阳区姚家园北二路 1号 

 北京 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国际诊

疗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 69 号 

 北京 北京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 北京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号 

 北京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国际特需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2 号潘家园大厦 5

层 

 北京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街 15 号（门诊楼 5层

国际医疗合作部） 

 北京 北京维特奥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乙 52号 

 北京 北京熙仁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静淑东里 10 号院 

 北京 北京优联眼耳鼻喉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 53 号院海渔广场 7

号楼 

 北京 北京圣宝妇产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昌平路南段 36 号二号楼北京医

珍堂中医诊所 

 上海 上海东方联合医院 上海市即墨路 150 号 

 上海 上海辰新医院 上海市延安西路 937 号 9－18 楼 

 上海 嘉会医疗-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689 号 

 上海 上海德达医院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乐路 109 号 

 上海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居家桥路 5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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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 1616

号 

 上海 上海美华妇儿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宋园路 155 号地下一层、2层至

15层 

 上海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 浦东新区荷泽路 88号(近五莲路) 

 上海 上海君康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艾路 1195 号 

 上海 瑞视眼科 上海市瑞金二路 197 号瑞金医院门诊大楼 12

楼 

 上海 爱尔眼科集团上海国际患者服务部 上海市虹桥路 1286 号（宋园路口） 

 上海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 上海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598 号 

 上海 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VIP 院区一：上海市中兴路 1618 号(上海火车站北

广场) 

院区二：上海市长宁区汇川路 18 号(中山公园

院区) 

院区三：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西路 99

号 

 上海 上海瑞东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 120 号门诊楼 2楼 

 上海 上海博爱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市淮海中路 1590 号门诊楼 7 楼 

 上海 上海申德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281 号 

江苏省 无锡 无锡明慈心血管病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南路 599 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州新世纪儿童医院 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南街 92 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州明基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苏州高新区竹园路 181 号 

江苏省 苏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VIP/

外宾门诊 

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 118 号 

江苏省 苏州 苏哈国际医疗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漓江路 1号 

江苏省 南京 南京明基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71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191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2-6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路 2048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福田区泰然九路盛唐商务大厦 101 号 

广东省 深圳 深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新路 2059号 

广东省 深圳 佛山顺德爱博恩妇产医院 大良街道新桂南路 5号 

广东省 东莞 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东莞市东城区莞樟路石井路段 171 号 

四川省 成都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388 号二楼国际医疗部 

四川省 成都 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包家巷 77 号 

湖北省 武汉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481 号（武昌大东门立交

桥旁） 

陕西省 西安 西安爱尔古城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西安市莲湖区自强西路 59 号 

 天津 天津和平新世纪妇儿医院 和平区赤峰道 33 号(近吉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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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天津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水上公园东路 21 号 

 天津 天津泰达普华医院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61 号 11-12楼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67号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美华妇儿医院 杭州上城区浙江省中山中路 558 

河北省 三河 河北燕达医院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思菩兰路 

山东省 青岛 青岛新世纪妇儿医院 青岛市市北区武定路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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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医院连贵宾或国际部门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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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院区国际

医疗部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41 号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国际医学部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95 号 

 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特需部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1号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医疗部 东城区东四北大街 279 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特需部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 号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特需部 朝阳区工体南路 8 号/ 石景山区京原路 5 号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西城区北线阁 5 号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海淀西苑操场 1 号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特需部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67 号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特需医

疗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 5号（门诊楼 4

层)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特需医疗部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 6号外科楼 10 楼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特需部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 45 号宣武医院 

 上海 上海逸仙医院 (中山医院外宾部) 上海枫林路 180 号中山医院内 

 上海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国际诊疗部 上海市延长中路 301 号 2号楼 

 上海 上海瑞金医院特需医疗保健中心 上海黄浦区瑞金二路 197 号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 85 号(北部)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院国际医疗保健

中心 

松江区新松江路 650 号(南部) 

 上海 华东医院特需部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221 号 

 上海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 上海市东方路 1678 号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普陀新院特诊部 上海市普陀区泸定路 355 号,近同普路 

 上海 上海市儿童医院特诊部（北京西路） 上海市北京西路 1400 弄 24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第一诊疗部（特需）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399 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12 号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特需部 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2699 号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南院）特需部 浦东新区耀华路 391 号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特需部 静安区长乐路 536 号 

 上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上海市宜山路 600 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市南码头路 519 号 

 上海 上海东方医院特诊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 150 号 

 上海 上海市东方医院特诊部（南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台路 1800 号门诊大楼 3楼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级门诊中心 苏州市三香路 10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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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第一医院社会服务部 南京市长乐路 68 号 

江苏省 常州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国际部门诊部 常州市新北区红河路 68 号 

广东省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广州南方

医院-慧侨医疗中心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838 号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雅和医疗）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26 号（院本部）  

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 17 号（北院区）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特需医疗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58 号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和高级医疗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106 号 

广东省 深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白石路与侨城东

路交汇） 

广东省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国际医疗部/特诊门诊） 深圳市褔田区莲花路 1120 号 

广东省 珠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凤凰国际医疗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52 号门诊 4 楼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 

 天津 天津市泰达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65 号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堂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昌凌路 88 号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国医堂 4 层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第二住院部 2层 

 天津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国际医学部 （滨江院区）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511 号中

心楼 6 楼西（启用原国际部 20号电梯） 

（解放路院区）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88 号国

际保健中心 3楼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国际部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247 号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二部国际医疗部 （A区 1层）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193 号 

（西区 3层）大连市开发区龙滨路 5号 

湖南省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87号 

湖南省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95 号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中心医院国际医疗部 青岛市市北区四流南路 127 号门诊楼 3层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 16号门诊楼 5楼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国际保健医疗

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105 号新病房综合

楼(10 号楼)一楼国际保健医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