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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醫院   

 北京 北京德爾康尼骨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海澱區阜石路甲 19 號 

 北京 北京明德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北路 9號 

 北京 北京天壇普華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天壇南里 12 號 

 北京 北京聖馬克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東四環南路 53 號院林達海漁廣

場 5號樓 

 北京 北京愛育華婦兒醫院 北京經濟技術開发區景園南街 2號 

 北京 北京京都兒童醫院 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東大街 308 號 

 北京 北京亞運村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朝陽區安慧北里逸園 5號樓 

 北京 北京萬柳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萬柳中路 7號 

 北京 北京東區兒童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南路 42 號 

 北京 北京怡德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昆明湖南路 51 號 E 座 

 北京 北京恒和中西醫結合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西總布胡同 46 號 

 北京 北京寶島婦產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新街口外大街 1 號（北太平橋西

南角） 

 北京 北京五洲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 24 號 

 北京 北京百子灣和美婦兒醫院 百子南路 18 

 北京 北京和美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安外小關北里甲 2號 

 北京 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東園 

 北京 北京和睦家康復醫院 京市朝陽區姚家園北二路 1號 

 北京 北京新里程腫瘤醫院（北京腫瘤醫院國際診

療中心） 

北京市豐台區萬豐路 69 號 

 上海 上海東方聯合醫院 上海市即墨路 150 號 

 上海 上海辰新醫院 上海市延安西路 937 號 9－18 樓 

 上海 嘉會醫療-上海嘉會國際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桂平路 689 號 

 上海 上海德達醫院 上海市青浦區徐涇鎮徐樂路 109 號 

 上海 上海艾兒貝佳婦產科醫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居家橋路 595 號 

 上海 上海浦濱兒童醫院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濱江大道 1616

號 

 上海 上海美華婦兒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宋園路 155 號地下一層、2層至

15層 

 上海 上海開元骨科醫院 浦東新區荷澤路 88號(近五蓮路) 

 上海 上海君康醫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北艾路 1195 號 

 上海 瑞視眼科 上海市瑞金二路 197 號瑞金醫院門診大樓 12

樓 

 上海 愛爾眼科集團上海國際患者服務部 上海市虹橋路 1286 號（宋園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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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和睦家新城醫院 上海浦東新區新金橋路 1598 號 

 上海 上海新視界中興眼科醫院 VIP 院區一：上海市中興路 1618 號(上海火車站北

廣場) 

院區二：上海市長寧區匯川路 18 號(中山公園

院區) 

院區三：上海市浦東新區惠南鎮人民西路 99

號 

江蘇省 無錫 無錫明慈心血管病醫院 江蘇省無錫市中南路 599 號 

江蘇省 蘇州 蘇州新世紀兒童醫院 蘇州市工業園區鐘南街 92 號 

江蘇省 蘇州 蘇州明基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蘇州高新區竹園路 181 號 

江蘇省 蘇州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蘇州九龍醫院 VIP/

外賓門診 

蘇州工業園區萬盛街 118 號 

江蘇省 蘇州 蘇哈國際醫療 蘇州高新區科技城漓江路 1號 

江蘇省 南京 南京明基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南京市建鄴區河西大街 71 號 

廣東省 廣州 廣州愛爾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廣州市越秀區環市中路 191 號 

廣東省 廣州 廣州愛博恩婦產醫院 廣州市天河區龍口東路 2-6號 

廣東省 深圳 深圳愛爾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深圳市福田區濱河大道路 2048 號 

廣東省 深圳 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 福田區泰然九路盛唐商務大廈 101 號 

廣東省 深圳 深圳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南山街道南新路 2059號 

廣東省 深圳 佛山順德愛博恩婦產醫院 大良街道新桂南路 5 號 

廣東省 東莞 東莞愛爾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東莞市東城區莞樟路石井路段 171 號 

四川省 成都 成都東區愛爾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成都市成華區雙林路 388 號二樓國際醫療部 

四川省 成都 成都新世紀婦女兒童醫院 成都市青羊區包家巷 77 號 

湖北省 武漢 武漢愛爾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武漢市武昌區中山路 481 號（武昌大東門立交

橋旁） 

陝西省 西安 西安愛爾古城眼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西安市蓮湖區自強西路 59 號 

 天津 天津和平新世紀婦兒醫院 和平區赤峰道 33 號(近吉林路) 

 天津 天津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水上公園東路 21 號 

 天津 天津泰達普華醫院 天津經濟技術開发區第三大街 61 號 11-12樓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古墩路 67號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美華婦兒醫院 杭州上城區浙江省中山中路 558 

河北省 三河 河北燕達醫院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經濟技術開发區思菩蘭路 

山東省 青島 青島新世紀婦兒醫院 青島市市北區武定路 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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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醫院連貴賓或國際部門  

 北京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東城區帥府園一號 

 北京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西單院區國際

醫療部 

北京市西城區大木倉胡同 41 號 

 北京 中日友好醫院國際部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園東街 

 北京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國際醫學部 北京市西城區永安路 95 號 

 北京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特需部 北京市昌平區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生命園路 1號 

 北京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國際醫療部 東城區東四北大街 279 號 

 北京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特需部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路 2號 

 北京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特需部 朝陽區工體南路 8 號/ 石景山區京原路 5 號 

 北京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西城區北線閣 5號 

 北京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海澱西苑操場 1號 

 北京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特需部 北京市西城區北禮士路 167 號 

 上海 上海逸仙醫院 (中山醫院外賓部) 上海楓林路 180 號中山醫院內 

 上海 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國際診療部 上海市延長中路 301 號 2號樓 

 上海 上海瑞金醫院特需醫療保健中心 上海黃浦區瑞金二路 197 號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國際醫療保健中心 上海市虹口區武進路 85 號(北部)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松江南院國際醫療保健

中心 

松江區新松江路 650 號(南部) 

 上海 華東醫院特需部 上海市靜安區延安西路 221 號 

 上海 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特診部 上海市東方路 1678 號 

 上海 上海市兒童醫院普陀新院特診部 上海市普陀區瀘定路 355 號,近同普路 

 上海 上海市兒童醫院特診部（北京西路） 上海市北京西路 1400 弄 24 號 

 上海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國家兒童醫學中

心）第一診療部（特需） 

上海市閔行區萬源路 399 號 

 上海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上海市烏魯木齊中路 12 號 

 上海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東院）特需部 浦東新區高科西路 2699 號 

 上海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南院）特需部 浦東新區耀華路 391 號 

 上海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西院）特需部 靜安區長樂路 536 號 

 上海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上海市宜山路 600 號 

 上海 上海市浦東新區浦南醫院（國際醫療部） 上海市南碼頭路 519 號 

 上海 上海東方醫院特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即墨路 150 號 

江蘇省 蘇州 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高級門診中心 蘇州市三香路 1055 號 

江蘇省 南京 南京市第一醫院社會服務部 南京市長樂路 68 號 

廣東省 廣州 南方醫科大學（原第一軍醫大學）廣州南方

醫院-慧僑醫療中心 

廣州市廣州大道北 1838 號 

廣東省 廣州 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雅和醫療） 廣州市天河區員村二橫路 26 號（院本部）  

廣州市天河區瘦狗嶺 17 號（北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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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 廣州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特需醫療中心） 廣東省廣州市中山二路 58 號 

廣東省 深圳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廣東深圳市福田區海園一路（白石路與僑城東

路交匯） 

廣東省 深圳 北京大學深圳醫院（國際醫療部/特診門

診） 

深圳市褔田區蓮花路 1120 號 

 天津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國際診療中心 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 154 號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國際診療中心 天津市南開區復康路 24 號 

 天津 天津市泰達醫院國際診療中心 天津經濟技術開发區第三大街 6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