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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Company is only applicable to Hospital & 
Surgical Benefit, the list includes:  

1. All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are classified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3A hospitals. Please 
refer to https://www.hqms.org.cn/usp/roster/index.jsp for reference; and 

2. Designated hospitals other than 3A hospitals as stated in the Appendix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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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esignated Hospitals other than 3A Hospitals (Only Simplified Chinese available) 
市 医院名称 

北京  北京丰台医院 

北京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 

北京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市第二医院 

北京  北京市第六医院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北京  北京市肛肠医院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市回民医院 

北京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北京  北京市健宫医院 

北京  北京市老年病医院 

北京  北京市隆福医院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北京  北京市密云县医院 

北京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北京  北京市普仁医院 

北京  北京市仁和医院 

北京  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北京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https://www2.chubb.com/hk-en


List of Designated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formation in the list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Company by it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We recommend you to call 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2894 9833 or visit our company website (life.chubb.com/hk) for the latest 
hospital list before hospital admission or receiving medical services.  

3  
This list is only applicable to HSC9   Last update date: 8 May 2017 

市 医院名称 

北京  北京水利医院 

北京  航空总医院(三六一医院) 

北京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  首都机场医院 

北京  首钢矿山医院 

北京  延庆县医院 

北京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七三一医院 

天津 大港油田总医院 

天津 海洋石油总医院 

天津 天津港口医院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医院 

天津 天津市第一医院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中医医院 

天津 天津市公安医院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医院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医院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医院 

天津 天津市泰达医院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铁厂职工医院 

上海 上海电力医院 

上海 上海海员医院 

上海 上海衡山虹妇幼医院 

上海 上海建工医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上海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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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医院名称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邮电医院 

江苏 宝应县人民医院 

江苏 滨海县人民医院 

江苏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市口腔医院 

江苏 大丰市人民医院 

江苏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医院 

江苏 东海县人民医院 

江苏 丰县人民医院 

江苏 阜宁县人民医院 

江苏 赣榆县人民医院 

江苏 高淳县人民医院 

江苏 高邮市人民医院 

江苏 灌南县人民医院 

江苏 灌云县人民医院 

江苏 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 洪泽县人民医院 

江苏 淮阴医院 

江苏 建湖县人民医院 

江苏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江苏 江阴市南闸医院 

江苏 姜堰市人民医院 

江苏 金湖县人民医院 

江苏 金坛市人民医院 

江苏 靖江市人民医院 

江苏 句容市人民医院 

https://www2.chubb.com/hk-en


List of Designated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formation in the list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Company by it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We recommend you to call 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2894 9833 or visit our company website (life.chubb.com/hk) for the latest 
hospital list before hospital admission or receiving medical services.  

5  
This list is only applicable to HSC9   Last update date: 8 May 2017 

市 医院名称 

江苏 溧水县人民医院 

江苏 溧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 涟水县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江苏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江苏 南京市胸科医院 

江苏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 沛县人民医院 

江苏 启东市人民医院 

江苏 如东县人民医院 

江苏 如皋市人民医院 

江苏 上海梅山医院 

江苏 射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 泗洪县人民医院 

江苏 泗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吴中中医院 

江苏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江苏 睢宁县人民医院 

江苏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手外科医院) 

江苏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江苏 响水县人民医院 

江苏 新沂市人民医院 

江苏 兴化市人民医院 

江苏 宿迁市妇产医院 

江苏 盱眙县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矿山医院 

江苏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 

江苏 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 

江苏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市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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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医院名称 

江苏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江苏 扬中市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洪泉医院 

江苏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苏北人民医院新区分院） 

江苏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友好医院 

江苏 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江苏 仪征市人民医院 

江苏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张家港澳洋医院 

江苏 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安吉县人民医院 

浙江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常山县人民医院 

浙江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德清县人民医院 

浙江  洞头县人民医院 

浙江  奉化爱伊美医院 

浙江  奉化市人民医院 

浙江  海宁康华医院 

浙江  海盐县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院 

浙江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萧山区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医院 

浙江  江山市人民医院 

浙江  缙云县人民医院 

浙江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浙江  开化县人民医院 

浙江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龙游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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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宁波市第九医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医院） 

浙江  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 

浙江  浦江县人民医院 

浙江  青田县人民医院 

浙江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医院 

浙江  三门县人民医院 

浙江  上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  嵊泗县人民医院 

浙江  松阳县人民医院 

浙江  遂昌县人民医院 

浙江  台州市博爱医院台州博爱肿瘤医院、台州博爱骨科医院 

浙江  泰顺县人民医院 

浙江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温岭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文成县人民医院 

浙江  仙居县人民医院 

浙江  义乌復元私立医院 

浙江  永嘉县人民医院 

浙江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玉环县人民医院 

浙江  云和县人民医院 

浙江  浙江省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医院 

浙江  浙江省宁海县第一医院 

浙江  浙江省庆元县人民医院 

浙江  浙江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浙江  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  诸暨市中心医院 

安徽  安徽省霍山县医院 

安徽  安徽省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  安徽省南陵县医院 

安徽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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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安徽省宣城中心医院 

安徽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安庆市石化医院 

安徽  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滁州市肿瘤医院） 

安徽  枞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  当涂县人民医院 

安徽  砀山县人民医院 

安徽  砀山县中医院 

安徽  定远县总医院 

安徽  东至县人民医院 

安徽  繁昌县人民医院 

安徽  凤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  阜南县人民医院 

安徽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安徽  阜阳市肿瘤医院 

安徽  含山县人民医院 

安徽  和县人民医院 

安徽  怀宁县人民医院 

安徽  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淮南东方集团肿瘤医院 

安徽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安徽  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淮南新华医疗集团北方医院 

安徽  黄山市黄山区人民医院（黄山市黄山人民医院） 

安徽  霍邱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绩溪县人民医院 

安徽  界首市人民医院 

安徽  金寨县人民医院 

安徽  泾县医院 

安徽  来安家宁医院 

安徽  来安县人民医院 

安徽  郎溪县人民医院 

安徽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  临泉县人民医院 

安徽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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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六安市立医院 

安徽  马鞍山十七冶医院 

安徽  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明光市人民医院 

安徽  宁国市人民医院 

安徽  祁门县人民医院 

安徽  潜山县医院 

安徽  青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  全椒县人民医院 

安徽  石台县人民医院 

安徽  寿县县医院 

安徽  舒城县人民医院 

安徽  泗县人民医院 

安徽  太湖县人民医院 

安徽  天长市人民医院 

安徽  桐城市人民医院 

安徽  铜陵市立医院 

安徽  铜陵县人民医院 

安徽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安徽  望江县医院 

安徽  涡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  歙县人民医院 

安徽  歙县中医医院 

安徽  休宁县人民医院 

安徽  宿松县人民医院 

安徽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颍上县人民医院 

安徽  岳西县医院 

安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 

安徽  中煤矿建总医院 

福建  大田县医院 

福建  大田县中医院 

福建  德化县医院 

福建  东山县医院 

福建  福建省建新医院 

福建  福建省汀州医院 

福建  福清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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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第八医院 

福建  古田县医院 

福建  涵江区莆田平民医院 

福建  涵江区医院 

福建  惠安县医院 

福建  建瓯市立医院 

福建  建阳市立医院 

福建  将乐县医院 

福建  蕉城区医院 

福建  晋江市安海医院 

福建  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 

福建  连城县医院 

福建  龙海市第一医院 

福建  罗源县医院 

福建  闽侯县医院 

福建  闽清县医院 

福建  南靖县医院 

福建  南平市第二医院 

福建  宁化县医院 

福建  平和县医院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医院 

福建  浦城县医院 

福建  清流县医院 

福建  泉州东南医院 

福建  泉州市儿童医院 

福建  泉州市光前医院 

福建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  沙县医院 

福建  上杭县医院 

福建  泰宁县医院 

福建  武平县医院 

福建  武夷山市立医院 

福建  霞浦县医院 

福建  仙游县医院 

福建  秀屿区医院 

福建  永安市立医院 

福建  永春县医院 

福建  永定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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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永泰县医院 

福建  尤溪县医院 

福建  云霄县医院 

福建  漳浦县医院 

福建  漳州市人民医院 

福建  长乐市医院 

福建  长泰县医院 

福建  诏安县医院 

湖南  安化县人民医院 

湖南  安仁县人民医院 

湖南  安乡县人民医院 

湖南  保靖县人民医院 

湖南  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湖南  常德市职业技术学院附一院 

湖南  常宁市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湖南  慈利县人民医院 

湖南  桂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汉寿县人民医院 

湖南  衡东县人民医院 

湖南  衡南县人民医院 

湖南  衡山县人民医院 

湖南  衡阳县人民医院 

湖南  湖南省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附属湘岳医院 

湖南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 

湖南  花垣县人民医院 

湖南  华容县人民医院  

湖南  吉首市人民医院 

湖南  嘉禾县人民医院 

湖南  江南医院 

湖南  津市市人民医院 

湖南  耒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  冷水江市人民医院 

湖南  澧县人民医院 

湖南  力源医院 

湖南  涟源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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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临澧县人民医院 

湖南  临湘市人民医院 

湖南  浏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  娄底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南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汨罗市人民医院 

湖南  南县人民医院 

湖南  宁乡县人民医院 

湖南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祁东县人民医院 

湖南  桑植县人民医院 

湖南  韶山市人民医院 

湖南  石门县人民医院 

湖南  桃江县人民医院 

湖南  桃源县人民医院 

湖南  湘钢医院 

湖南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  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南  湘潭县人民医院 

湖南  湘潭县人民医院（老县城分院） 

湖南  湘乡市人民医院 

湖南  湘阴县人民医院 

湖南  宜章县人民医院 

湖南  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南  益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  永顺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兴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道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东安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江永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蓝山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宁远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祁阳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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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永州市双牌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新田县人民医院 

湖南  永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南 沅江市人民医院 

湖南 岳阳洞氮医院 

湖南 岳阳市岳化医院 

湖南 岳阳市长炼医院 

湖南 岳阳县人民医院 

湖南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 张家界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资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湖南 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广东 博罗县人民医院 

广东 从化市中心医院 

广东 大埔县人民医院 

广东 德庆县人民医院 

广东 电白县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市凤岗医院 

广东 东莞市莞城医院 

广东 东莞市虎门医院 

广东 东莞市黄江医院 

广东 东莞市寮步医院 

广东 东莞市企石医院 

广东 东莞市桥头医院 

广东 东莞市石龙博爱医院 

广东 东莞市中堂医院 

广东 东山区第二医院 

广东 东山区第一医院 

广东 恩平市人民医院 

广东 丰顺县人民医院 

广东 佛冈县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干部疗养院） 

广东 佛山市口腔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医院、第三名称：广州医

学院附属广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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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医院、第三名称：佛山市

南海区黄岐梁植伟纪念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第二名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医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桂洲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新容奇医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医院 

广东 高要市人民医院 

广东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医院 

广东 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 

广东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医院 

广东 广东省茂名农垦医院 

广东 广东省平远县人民医院 

广东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公司医院 

广东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广东 广宁县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医院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医院 

广东 广州新海医院 

广东 广州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 

广东 广州亿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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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 

广东 和平县人民医院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广东 核工业四一九医院 

广东 鹤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 化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怀集县人民医院 

广东 惠东县人民医院 

广东 惠来县人民医院 

广东 惠阳三和医院 

广东 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广东 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揭东县人民医院 

广东 揭西县棉湖华侨医院 

广东 揭西县人民医院 

广东 开平市水口医院 

广东 乐昌市人民医院 

广东 雷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东 连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龙川县人民医院 

广东 龙门县人民医院 

广东 陆丰市卫生局 

广东 陆河县人民医院 

广东 茂名石化医院广东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 梅县人民医院 

广东 梅州市蕉岭县人民医院 

广东 民航广州医院 

广东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 

广东 南雄市人民医院 

广东 清远市阳山县人民医院 

广东 仁化县人民医院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 汕头市南澳县人民医院 

广东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 

广东 韶关市铁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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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韶关冶炼厂职工医院 

广东 深圳流花医院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七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职工医院 

广东 始兴县人民医院 

广东 四会市人民医院 

广东 四会万隆医院 

广东 遂溪县人民医院 

广东 台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 翁源县人民医院 

广东 吴川市人民医院 

广东 五华县人民医院 

广东 新丰县人民医院 

广东 新会区人民医院 

广东 新兴县人民医院 

广东 信宜市人民医院 

广东 兴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 徐闻县人民医院 

广东 阳春市人民医院 

广东 郁南县人民医院 

广东 云浮市中医院 

广东 增城市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中医院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板芙医院(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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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大涌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东凤人民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东升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古镇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南朗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三乡医院(卫生院) 

广东 中山市沙溪隆都医院(卫生院) 

广东 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 

广东 紫金县人民医院 

广东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广东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广东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西 巴马县人民医院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人民医院 

广西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广西 北流市人民医院 

广西 北流市中医院 

广西 宾阳县人民医院 

广西 宾阳县中医院 

广西 博白县人民医院 

广西 苍梧县人民医院 

广西 岑溪市人民医院 

广西 崇左市人民医院 

广西 大新县人民医院 

广西 德保县人民医院 

广西 东兰县人民医院 

广西 东兴市人民医院 

广西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 

广西 凤山县人民医院 

广西 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灌阳县人民医院 

广西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医院 

广西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 

广西 贵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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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桂东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广西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西 桂平市人民医院 

广西 合浦县人民医院 

广西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 

广西 贺州广济医院 

广西 横县人民医院 

广西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靖西县人民医院 

广西 荔浦县人民医院 

广西 临桂县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临桂分院） 

广西 灵川县人民医院 

广西 柳城县人民医院 

广西 柳江县人民医院 

广西 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西 柳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龙州县人民院 

广西 隆安县人民医院 

广西 陆川县人民医院 

广西 鹿寨县人民医院 

广西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马山县人民医院 

广西 蒙山县人民医院 

广西 那坡县人民医院 

广西 南丹县医院 

广西 南丹县中医院 

广西 南宁红十字会医院 

广西 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市第九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 

广西 宁明县人民医院 

广西 平果县人民医院 

广西 平乐县人民医院 

广西 平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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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平南县人民医院 

广西 凭祥市人民医院 

广西 浦北县人民医院 

广西 全州县人民医院 

广西 全州县中医医院 

广西 容县人民医院 

广西 容县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广西 融安县人民医院 

广西 融安县中医医院 

广西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广西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广西 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广西 上林人民医院 

广西 上思县人民医院 

广西 藤县人民医院 

广西 天等县人民医院 

广西 田东县人民医院 

广西 田阳县人民医院 

广西 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西 武鸣县人民医院 

广西 武宣县人民医院 

广西 兴安县人民医院 

广西 兴业县人民医院 

广西 阳朔县人民医院 

广西 宜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 永福县中医医院 

广西 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玉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西 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广西 昭平县人民医院 

广西 钟山县人民医院 

广西 资源县人民医院 

河南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 宝丰县人民医院 

河南 郸城县人民医院 

河南 登封市人民医院 

河南 巩义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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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海原县人民医院 

河南 河南电力医院 

河南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医院 

河南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河南 滑县人民医院 

河南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河南 辉县市人民医院 

河南 获嘉县人民医院 

河南 郏县人民医院 

河南 浚县人民医院 

河南 开封市陇海医院 

河南 开封市肿瘤医院 

河南 兰考县人民医院 

河南 兰考县中心医院 

河南 临颍县人民医院 

河南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渑池县人民医院 

河南 民权县人民医院 

河南 南召县人民医院 

河南 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内黄县人民医院 

河南 内乡县人民医院 

河南 平顶山 煤业集团公司八矿医院 

河南 平顶山煤业集团一矿职工医院 

河南 平舆县人民医院 

河南 杞县人民医院 

河南 确山县人民医院 

河南 汝南县人民医院 

河南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 商丘市中心医院 

河南 商水县人民医院 

河南 上蔡县人民医院 

河南 社旗县人民医院 

河南 睢县人民医院 

河南 遂平县人民医院 

河南 太康县人民医院 

河南 汤阴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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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唐河县人民医院 

河南 尉氏县人民医院 

河南 舞钢市人民医院 

河南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河南 西平县人民医院 

河南 西峡县人民医院 

河南 淅川县人民医院 

河南 夏邑县人民医院 

河南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新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 新郑市人民医院 

河南 延津县人民医院 

河南 义煤集团总医院 

河南 荥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 永城市人民医院 

河南 虞城县人民医院 

河南 长葛市人民医院 

河南 长垣县人民医院 

河南 镇平县人民医院 

河南 正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河南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总医院 

河南 中牟县人民医院 

河南 中宁县人民医院 

山东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 博兴县人民医院 

山东 苍山县人民医院 

山东 曹县人民医院 

山东 昌乐县人民医院 

山东 昌邑市人民医院 

山东 成武县人民医院 

山东 德州市立医院 

山东 东阿县人民医院 

山东 东平县人民医院 

山东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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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肥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 费县人民医院 

山东 高密市人民医院 

山东 高唐县人民医院 

山东 冠县人民医院 

山东 广饶县人民医院 

山东 海阳市人民医院 

山东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桓台县人民医院 

山东 即墨市人民医院 

山东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东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山东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济阳县人民医院 

山东 胶南市经济开发区医院 

山东 胶南市人民医院 

山东 胶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金乡县人民医院 

山东 莒南县人民医院 

山东 莒县人民医院 

山东 巨野县人民医院 

山东 垦利县人民医院 

山东 莱西市人民医院 

山东 莱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乐陵市人民医院 

山东 利津县中心医院 

山东 梁山县人民医院 

山东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临清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临朐县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沭县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罗庄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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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淄区人民医院 

山东 陵县人民医院 

山东 龙口市人民医院 

山东 蒙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 牡丹人民医院 

山东 宁津县人民医院 

山东 蓬莱市人民医院 

山东 平度市人民医院 

山东 平邑县人民医院 

山东 平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 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栖霞市人民医院 

山东 齐河县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大学医学院松山医院 

山东 青岛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山东 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市交通医院 

山东 青岛市李沧区中心医院 

山东 青岛市商业职工医院 

山东 青岛市市北区医院 

山东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市四方区医院 

山东 青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曲阜市人民医院 

山东 荣成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乳山市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电力中心医院 

山东 山东铝业公司医院 

山东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山东 山东省临邑县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庆云县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 

山东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五莲县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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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山东 商河县人民医院 

山东 莘县人民医院 

山东 胜利石油管理局滨海医院 

山东 胜利石油管理局孤岛医院 

山东 市中区人民医院 

山东 寿光市人民医院 

山东 泗水县人民医院 

山东 泰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泰安市口腔医院 

山东 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滕州市工人医院 

山东 威海卫人民医院 

山东 微山县人民医院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 潍坊市市立医院 

山东 汶上县人民医院 

山东 无棣县人民医院 

山东 新泰市人民医院 

山东 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山东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医院 

山东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山东 兴隆庄煤矿医院 

山东 烟台海港医院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山东 烟台龙矿中心医院 

山东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山东 烟台市牟平人民医院 

山东 烟台桃村中心医院 

山东 烟台芝罘医院 

山东 兖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兖州市铁路医院 

山东 阳信县人民医院 

山东 沂南县人民医院 

山东 沂水县人民医院 

山东 沂源县人民医院 

山东 禹城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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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郓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矿业集团滕南医院 

山东 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院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医院 

山东 章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 长岛县人民医院 

山东 招远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河口医院 

山东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北医院 

山东 诸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 淄川区医院 

山东 邹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 邹平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建设医院 

重庆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重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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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重庆市铜梁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庆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西郊医院 

重庆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中医骨科医院 

重庆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医院 

重庆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市重钢总医院 

重庆 重庆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西南铝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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