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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仁和人寿“医仁心 D”增值服务使用手册

（2021 版）

当您投保购买招商仁和人寿的相关保险产品，并持有“医仁心”系列就医增值服务之重疾就医

（全类型）服务（简称为“医仁心 D”）的服务卡片，通过我公司招商仁和人寿 APP 完成关联保单并

激活服务，我公司将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授权共享使用服务权益次数的其他资格人（以

下简称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一、 服务介绍

为答谢广大客户的厚爱，招商仁和人寿在国内与海外范围内为客户精心甄选与整合了众多品质优

秀、口碑较佳的医疗与健康服务内容，2019 年正式推出“医仁心”系列就医服务，希望能为客户在日

常门诊就医，客户及家人的疑难复杂疾病的就医、以及前往香港、日本、美国等海外地区寻求更好的

就医治疗，提供专业、贴心的就医诊疗帮助。

“医仁心 D”是一款专注于寻医问诊、诊断治疗、购药用药、康复辅助等重疾诊查与治疗的各个环

节，为客户及家人提供就医诊疗帮助的系列服务。该服务具备三大核心特色：

 省心找好医

通过甄选与整合优质医疗健康服务商，“医仁心 D”可支持提供全国 31 个省、逾 200 余城市、1000

余家三级或三级以上医院的重疾专家面诊、住院协助、手术协助、二次诊疗等服务，还为客户提供在

线问诊、在线购药等线上服务。

 放心用好药

针对诊断及治疗恶性肿瘤，将为客户及家人提供肿瘤靶向药品基因检测费用补贴、以及 21 种肿瘤

特效药品的费用保障。

 惠享全家

客户激活“医仁心 D”服务并完成亲属的关联后，就可以让最多 3名家人共享使用服务。

二、 服务项目

诊疗阶段 服务项目 权益次数 服务内容

寻医问诊

在线问诊 不限次

当客户因健康问题或用药问题时，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以在线文字的形

式咨询健康医疗问题，专业医生将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在线提供诊疗意见。可

支持在线咨询的专业医生超过 1000 名，服务时间为每日 9:00-18:00。

重疾专家面诊 3次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就医时，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或三

级以上医院的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门诊绿色通道服务，在服务网络医院名录

内指定医院、指定科室，不可指定医生。服务网络医院名录详见附录一。

对症治疗 重疾住院协助 3次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就医住院时，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

或三级以上医院协助安排住院加快，同时提供住院相关手续代办服务。服务网

络医院名录详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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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手术协助 3次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疾病需手术时，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或三

级以上医院协助安排手术加快，同时提供手术相关手续代办服务。服务网络医

院名录详见附录一。

辅助诊疗

重疾二次诊疗 1次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寻求其他专家医生提供第二诊疗意见时，

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或三级以上医院的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的二次

诊疗服务。服务网络医院名录详见附录一。

肿瘤靶向药品

基因检测

费用补贴

2万元/年

客户满足肿瘤特药目录内靶向药品治疗癌症的情况，针对客户在三甲医院已完

成符合 CLAP/CAP 双层认证的约定靶向特效药的靶向药基因检测，提供费用补

贴报销。上限为 20000 元，全年使用上限为 1人。

治疗用药

肿瘤特药保障 100 万元/年

客户因治疗肿瘤重疾需使用特药药品且经审核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在经我公司

授权的服务供应商的相关直营或合作药店内、或通过通过线上配送方式领取对

应药品，自初次领药之日起享受一年内、费用额度为 100万元的特效药品。国

内肿瘤特药的靶向特效药品共 21 种，支持 214 家服务网络门店领药，使用指

南详见附录二。全年使用上限为 1人。

在线购药 不限次

客户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 连接使用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线

上购药平台购买药品，提供 26000 种以上非处方药与处方药的自费购买，并享

受专属价格、以及送药上门服务。

康复辅助 重疾心理抚慰 不限次

心理咨询专家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客户共同应对由躯体疾病引发的恐惧、悲

伤、绝望、抑郁等不良情绪，帮助重疾患者正确认识情绪，接纳自我，并克服

治疗中的心理障碍，改变自己的不良意识和倾向，促进疾病好转或治愈，并协

助家属更好的与患者沟通。

三、 激活服务方式

（一）激活服务

1、持有招商仁和人寿相关保单的投保人，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 激活“医仁心 D”服务。适用

激活“医仁心 D”服务的保险产品目录，详见附录四。

2、激活路径：

（1）持有实体卡的客户：扫描“医仁心 D 卡”实体卡片背面二维码—>下载招商仁和人寿 APP—>

点击首页“超级账户”“健康”进入—>健康专区—>点击“医仁心 D卡”—>点击“激活卡片”—>根

据页面指引填写激活码—>选择所要关联的招商仁和人寿保单—>激活完成，持有服务资格生效。

（2）持有电子卡的客户：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招商仁和人寿”—>下载招商仁和人寿 APP—>

点击首页“超级账户”“健康”进入—>健康专区—>点击“领取医仁心电子卡”—>点击医仁心 D卡“立

即领取”—>点击“去激活”—>根据页面指引填写激活码—>选择所要关联的招商仁和人寿保单—>激

活完成，持有服务资格生效。

（二）添加权益共享人

激活“医仁心全能卡”服务的投保人，可添加最多 3 位权益共享人。权益共享人范围包括：投保

人所购买保险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父母、子女及配偶。添加时需填写相关共享人的姓名、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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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等身份信息。

（三）授权说明

当我公司会采集您和使用者的相关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证件信息、联系信息等

等）以及因服务所产生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需求、健康数据等等），亦有可能将上述信息

提供给招商局集团及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做合理使用。如您继续激活本卡片，视作您和使用者

同意接受上述条款。您和使用者也可致电客服热线 4008695666，对上述授权进行取消或变更。

我公司及招商局集团及第三方合作伙伴将对您和使用者的上述信息负保密义务，并采取各种措施

保证信息安全。

四、 服务申请方式

（一）APP 申请及使用方式：

激活服务后，在“招商仁和人寿 APP”中“我的卡券”内找到“医仁心 D卡”（重疾就医服务），

进行服务申请、在线服务使用、添加添加权益共享人等。

（二）电话申请及使用方式：

客户可拨打我公司统一客服热线 400-86-95666 进行服务咨询和服务申请，服务时间：9:00-18:00，

法定春节假期除外。

五、 服务申请条件及说明

（一）权益有效期及资格人

1、本服务从激活服务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本服务仅限激活服务的投保人客户及其添加的权益共享人使用。

（1）添加的权益共享人需是所关联保险的被保险人，或与激活服务的投保人存在家庭亲属关系，

范围包括：投保人本人父母、子女、配偶。

（2）当激活服务的投保人与被保人不是同一人时，被保人会自动被添加为权益共享人。

（3）添加的权益共享人数上限为 3人。

（二）服务等待期及申请条件

1、服务等待期

客户申请及使用就医服务存在服务等待期，在服务等待期届满前罹患重疾，我公司不提供服务并

不承担相应责任。

服务等待期以持卡客户激活日起算，绑定家属的服务等待期则以持卡客户绑定家属信息日起算。

（1）在线问诊、在线购药等在线服务，无服务等待期条件。

（2）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协助、重疾手术协助、重疾二次诊疗、重疾心理抚慰等重疾就医服

务，等待期为激活并持有服务资格 30 天内。

（3）肿瘤靶向药品基因检测费用补贴、肿瘤特药保障等重疾特药服务，等待期为激活并持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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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90 天内。

2、客户申请及使用部分就医服务，需要满足重疾情形或特药情形。

（1）客户满足使用目录内靶向药品治疗癌症的特药情形、以及健康告知条件，可申请肿瘤靶向药

品基因检测费用补贴、肿瘤特药保障等重疾特药服务。本服务所指的特药情形、以及健康告知条件，

详见附录二。

（2）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就医时，可申请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协助、重疾手术协

助、重疾二次诊疗、重疾心理抚慰等重疾就医服务。本服务所指的重疾情形，详见附录三。

3、客户申请及使用肿瘤靶向药品基因检测费用补贴、肿瘤特药保障等重疾特药服务，需满足年龄

在 30 天至 65 周岁范围内。

（三）服务的变更与取消

1、客户申请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协助、重疾手术协助后如因故需取消或改约，应提前 3个工

作日拨打我公司服务热线取消服务或变更服务时间。如遇到以下情形则此次服务视为已使用：

（1）因客户个人原因未提前致电取消或变更服务；

（2）我公司已经预约成功并通知到客户就诊医院、专家和就诊时间等信息后，客户再取消或变更

该服务的。

2、在线购药服务如因故需取消、退款、退换药品等，请拨打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上海圆

心惠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进行办理，服务热线：400-001-2759。

（四）其他说明

1、因预约服务、申请服务的客户不能提供或提供了错误的相关资料（例如我公司或医院所需的身

份证明、病史资料、病例资料、诊断资料、检测材料、医疗发票等）而导致服务无法提供或发生延误、

偏差，我公司不承担相应责任。

2、相关服务仅限在我公司支持的服务网络名录内使用。我公司对相关服务网络及适用激活的保险

产品范围保留调整的权利，最新的服务网络及适用激活的保险产品范围请以我公司官网

（https://www.cmrh.com）、招商仁和人寿 APP 等公布的为准。

六、 服务申请与使用流程

（一）在线问诊

服务内容
当客户因健康问题或用药问题时，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以在线图文的形式咨询

健康医疗问题，专业医生将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在线提供诊疗意见。

权益次数 不限次

服务时效 即时体验，每日 9:00-18:00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线上咨询
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点击“我的服务”-“医仁心 D”-“在

线医生问诊”，在线咨询健康医疗问题。

② 医生线上问诊回复 医生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在线提供诊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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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客户使用时，需填写文字描述问诊人相关症状情况、以及上传相关辅助图片，用于

医生进行诊疗判断及分析。

 本项服务由具备国家互联网医院资质、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负责提供，并对

健康咨询结果、出具的电子处方等承担一应医疗责任。

 本项服务不具备急救功能，遇有紧急医疗事件，请您立即与当地急救中心联系。

（二）重疾专家面诊

服务内容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就医时，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或三级以上医

院的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门诊绿色通道服务，并由健康专员提供全程导医服务。

权益次数 3 次

服务时效
 服务申请后，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联系客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安排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提出服务预约
客户在意向就诊时间前至少 3个工作日提出预约需求，我公司将

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客户的就诊意向医院等需求。

② 预约响应
健康专员联系客户，根据客户的疾病情况提供就诊医院、就诊科

室、就诊专家等诊前指导建议。

③ 收集资料
根据客户确认的预约就诊医院、科室、专家，收集用于预约门诊

专家的必要文件，进行预约。

④ 服务安排
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就医预约安排，以电话、短信方式联系客户

成功预约的就诊医院、科室、专家及时间。

⑤ 导医陪诊

（1）就诊前 1日，健康专员以电话、短信方式联系客户，确认

就诊当日导医服务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提醒提醒注意携带

相关身份证件等前往就诊。

（2）就诊当日，健康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全程导医

服务，协助客户在就诊医院进行挂号、排队、付费、沟通及手续

办理等工作。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仅限向经国内二甲或以上医院诊断疑似或确认患有相关重疾情形的客户提

供服务，重疾情形的范围详见附录一。

 本项服务支持网络医院内的相关专家门诊的预约挂号，但不可指定专家。预约的专

家范围为工作日出诊的副主任级及以上医生。

 因医院均实行实名制预约，为保障顺利就医，需提供身份证、就诊卡、医保卡等证

件的电子文件，请依指导的方式及时提供至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健康专员。

 部分医院在预约挂号时，可能需要客户提供相关证件的原件，如客户不愿意提供相

关证件令无法完成门诊预约，我公司不承担相应责任。

 本项服务因受医生出诊日期、时间、预约号源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具体就诊医生及就医时间等请以实际服务沟通确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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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服务仅提供门诊专家的绿色通道预约，相关挂号、诊疗等费用需由客户承担。

（三）重疾住院协助、重疾手术协助

服务内容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就医住院、手术治疗时，为客户提供全国 1015 家三

级或三级以上医院协助安排住院加快、手术加快，同时提供相关手续代办服务。

权益次数 重疾住院协助 3次、重疾手术协助 3次

服务时效
 服务申请后，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联系客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安排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提出服务预约
客户在意向就诊时间前至少 4个工作日提出预约需求，我公司将

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客户的就诊意向医院等需求。

②
预约响应

收集资料

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息，根据

就诊预约的需要，收集用于住院、手术预约的相关资料（个人资

料、病例资料、住院单等）。

③ 服务安排

将客户相关资料提交医院，协调医院住院床位、手术医生及时间

等，并与客户确认住院与手术时间，为客户进行住院或手术的协

助预约安排。

④ 导医陪诊

（1)入院前 1日，健康专员致电客户确认入院当日导医服务的等

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2)入院当日，健康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客

户须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前往医院指定地点办理入院手续。

（3）住院安排：住院过程中，专属服务人员会在就诊人住院第

一周进行一次探视，并根据病情与专家沟通相关治疗方案。

（4）手术安排：手术当天，专属服务人员会全程陪同，并根据

病情与专家沟通相关手术治疗方案。

⑤ 出院陪同 出院时，专属服务人员全程陪同，并协助办理出院相关手续。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仅限向经国内二甲或以上医院确诊患有相关重疾情形、并出具住院单的客

户提供服务，重疾情形的范围详见附录一。

 本项服务不可指定专家，住院/手术预约的专家范围为工作日出诊的副主任级及以上

医生。

 因三级或三级以上医院均实行实名制预约，为保障尽快顺利安排住院及手术，客户

可能需提供身份证、就诊卡、医保卡、医院诊断病例资料、住院单等电子文件，请

依指导的方式及时提供至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健康专员。

 因受医院床位、主治医生预约号源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住院及

手术时间等请以实际服务沟通确认为准。如客户要求医院的床位紧张，将为客户调

剂至同级别三甲医院提供该服务。

 如就诊医院主诊医生判断客户无入院或手术指征，我公司不再安排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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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由于客户患有传染性疾病而致综合性三甲医院不能收治入院，我公司免责。

 本项服务仅提供住院/手术治疗的绿色通道预约，相关住院、手术等费用需由客户承

担。

（四）重疾二次诊疗

服务内容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相关重疾，需寻求其他专家医生提供第二诊疗意见时，为客户

提供全国 1015 家三级或三级以上医院的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的二次诊疗服务。

权益次数 1 次

服务时效
 服务申请后，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联系客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安排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提出服务预约

客户在意向就诊时间前至少 3个工作日提出预约需求，我公司将

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客户意向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医院等

需求。

②
预约响应

收集资料

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息，根据

提供二次诊疗服务预约的需要，收集相关资料（个人资料、病例

资料、临床资料、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与报告等）。

③ 服务安排 将客户相关资料提交医院，协助安排专家提出二诊意见。

④ 出具二诊报告
由相关专家出具第二诊疗意见报告，并通过书面或电子等方式呈

交客户。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仅限向经国内二甲或以上医院诊断疑似或确认患有相关重疾情形的客户提

供服务，重疾情形的范围详见附录一。

 因医学专家需根据客户相关医疗病例资料进行诊断评估及出具诊疗意见，客户需尽

可能完整的提供现有病历、临床记录、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与报告等电子文件，

请依指导的方式及时提供至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健康专员。

 本项服务因受医生出诊日期、时间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提供第

二诊疗意见的医生、时间等请以实际服务沟通确认为准。

 本项服务提供第二诊疗意见仅对相关病情的提供参考建议，实际医学诊断结果建议

客户前往具备国家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就诊获取。

（五）肿瘤靶向药品基因检测费用补贴

服务内容 客户满足肿瘤特药目录内靶向药品治疗癌症的情况，针对客户在三甲或以上医院已完

成符合 CLAP/CAP 双层认证的约定靶向特效药的靶向药基因检测，提供费用补贴报销，

上限为 20000 元。

权益次数 全年使用上限为 1人，1次。

服务时效  服务申请后，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联系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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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申请条件，14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销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提出服务申请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我公司将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客户基

本病情、靶向用药及靶向药基因检测情况。

②
预约响应

收集资料

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息，根据

提供靶向药基因检测报销的需要，收集相关资料（个人资料、病

例资料、靶向药基因检测报告、药品处方、医疗发票等）。

③ 材料审核 对客户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与核实。

④ 报销费用

审核通过后，针对一个检测项目提供补贴报销客户靶向检测费

用，14 个工作日内将报销费用打入客户指定账户。报销费用上

限为 20000 元/人/年。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仅限向满足健康告知的条件、使用肿瘤特药目录内指定靶向药品治疗的客

户提供。具体健康告知的条件及药品目录详见附录二。

 为审核客户的病症治疗、检测等符合报销条件，客户需尽可能完整的提供现有病历、

临床记录、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与报告、靶向药基因检测报告、药品处方、医疗

发票等电子文件，请依指导的方式及时提供至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健康专员。

 本项服务由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负责提供，对材料审核结果、报销费用结果

等承担解释说明及其他一应责任。

（六）肿瘤特药保障

服务内容 客户因治疗肿瘤重疾需使用特药药品且经审核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在经我公司授权的

服务供应商的相关直营或合作药店内、或通过通过线上配送方式领取对应药品，自初

次领药之日起享受一年内、费用额度为 100 万元的特效药品。

权益次数 全年使用上限为 1人，1次。

服务时效
 服务申请后，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周末及节假日顺延）联系客户

 符合申请条件且资料齐备，1个工作日内完成处方审核，5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提供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提出服务申请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我公司将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客户基

本病情、靶向特药的使用情况。

②
预约响应

收集资料

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息，根据

提供特药药品的需要，收集相关病情资料（个人资料、病例资料、

靶向药基因检测报告、药品处方、医疗发票等）。

③ 材料审核 对客户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与核实。

④

配送药品

或

报销购药款

 审核通过，符合配送药品的情形：由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

商的药房通过线上配送或线下领取的方式，2-5 个工作日内药

品送达提供对应药品。

 审核通过，符合报销购药款的情形：5个工作日内提供报销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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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款，报销费用打入客户指定账户。

 使用指南详见附录二。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仅限向满足健康告知的条件、使用肿瘤特药目录内指定靶向药品治疗的客

户提供。具体健康告知的条件及药品目录详见附录二。

 本项服务支持提供的国内肿瘤特药的靶向特效药品共 21 种，可支持的服务网络药店

共 214 家，具体药品目录、服务网络门店详见附录二。

 为审核客户的病症治疗、检测等符合报销条件，客户需尽可能完整的提供现有病历、

临床记录、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与报告、靶向药基因检测报告、药品处方、医疗

发票等电子文件，请依指导的方式及时提供至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健康专员。

 本项服务由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负责提供，对材料审核结果、报销费用结果、

药品使用等承担解释说明及其他一应责任。

（七）在线购药

服务内容

客户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 连接使用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线上购药平

台购买药品，提供 26000 种以上非处方药与处方药的自费购买，并享受专属价格、以

及送药上门服务。

权益次数 不限次

服务时效 即时体验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① 线上购药
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点击“我的服务”-“医仁心 D”-“在

线购药”，选购相关药品并自行支付药品费用、配送费用等。

② 送药上门 根据客户地址提供送药上门服务。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由具备国家互联网医院资质、经我公司授权的服务供应商负责提供，可提

供非处方药、处方药品，并对药品质量等承担一应医疗责任。

 本项服务支持为全国各省市/地区（港澳台除外）提供送药上门服务，根据收件地不

同，一般 2-5 个工作日可送达。

（八）重疾心理抚慰

服务内容
根据客户的病情及需求，提供 500 小时以上咨询经验、国家二级以上级别心理咨询师，

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交互方式的咨询服务。

权益次数 不限次

服务时效 根据客户确认的时间，向客户提供服务

服务流程 流程名称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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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出服务预约
客户提前进行预约，预约时我公司将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了解

客户基本情况及咨询类型。

② 预约响应
健康专员在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为客户选择适合的咨询师，确

认咨询时间。

③ 服务安排
在约定咨询时间，咨询师主动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交互方式客

户提供心理抚慰服务。

注意事项  本项服务可为罹患重疾的客户及其 2位直系亲属提供。

七、 免责事项

1、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意见由医疗机构对客户负责，我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如因医疗机构的责任导

致客户和医疗机构之间的纠纷，我公司不再予以协调并免责。

2、服务安排/提供过程中产生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使相关服务延迟或无法安排的，我公司不予承担责任。

不可抗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航班条件限制、战争、敌国入侵，武装冲突（不论是否正

式宣战），内战，内乱，叛乱，恐怖行动，政变，暴动，群众骚动，政治或行政干预，辐射能或其他

飓风，水灾，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户疏于通知我公司等情形，致使相关服务延迟或无

法安排的，我公司不予承担责任。

3、我公司有权对本增值服务手册中的服务项目、服务申请条件、服务流程、服务网络医院、适用激活

的保险产品范围等作适当调整，并通过我公司官网（https://www.cmrh.com）、官微（微信号：ZSRH1875）、

招商仁和人寿 APP 及时进行通知与公告。

附录说明：

1、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手术协助、重疾二次诊疗的服务网络医院名录，详见附录一（第 11 页至

第 38 页）。

2、肿瘤特药保障服务指南，详见附录二（第 39 页至第 50 页）。

3、100 种重大疾病服务范围，详见附录三（第 51 页至第 61 页）。

4、适用激活“医仁心 D”服务的保险产品名录，详见附录四（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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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手术协助、重疾二次诊疗的服

务网络医院名录

*网点名称 *所在省 *所在市 *网点地址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 85 号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382 号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民北街 12 号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寺东街 29 号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北路东三道巷 1号

山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村 3号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村 3号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西街 46 号

山西大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龙城大街 99 号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山西 大同 山西省大同市新平旺纬 7路 1 号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 山西省大同市医卫街 1号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 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北路 141 号

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 运城 山西省运城市河东东街 3690 号（东院）、红旗西街 173 号（西院）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 临汾 临汾市平阳北街 101 号

临汾市人民医院 山西 临汾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西路 7号

吕梁市人民医院 山西 吕梁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中路 2号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山西 晋城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金融街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 晋城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文昌东街 456 号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山西 长治 山西省长治市府西街 50 号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阳泉 阳泉市城区南大街 167 号

陕西省中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莲湖区西华门 4号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南大街粉巷 30 号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 157 号

西安市胸科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长安南路 127 号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雁塔西路 277 号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1号

西安交大口腔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西五路 98 号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 309 号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 256 号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凤城八路与育新路十字西北角西安市凤城八路 69 号

西安儿童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西举院巷 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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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 15 号



12

宝鸡市中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金台区宝福路 43 号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宝鸡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8号

解放军第三医院 陕西 宝鸡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 45 号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经二路新华巷 24 号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 5号

中铁二十局医院 陕西 咸阳 咸阳市文林路中段 38 号

榆林市第一医院 陕西 榆林 绥德县文化路 59 号

榆林市北方医院 陕西 榆林 陕西省榆林市新建南路 46 号

榆林市第三医院 陕西 榆林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红山东路 468 号

榆林市第二医院 陕西 榆林 陕西省榆林市南大街 206 号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 渭南 陕西省渭南市朝阳路东段 7号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504 号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 昆明市五华区西昌路 295 号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云南 昆明 昆明市西山区大观路 212 号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 157 号

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昆明市安宁市钢河南路 2号

昆明市中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27 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西藏 拉萨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林廓北路 7号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街 789 号

新疆兵团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 232 号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池路 91 号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南路 137 号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 赤峰 内蒙省赤峰市昭乌达路中段 1号

赤峰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蒙古 赤峰 赤峰市松山区新城王府大街 42 号

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园东路 6号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路 1号

内蒙古肿瘤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42 号。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营坊道一号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 包头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林萌路 41 号

包钢医院 内蒙古 包头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少先路 20 号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西街 23 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20 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厦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804 号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2号

宁夏中医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北京西路 1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宁夏 银川 银川市胜利街 893 号

宁夏人民医院宁南医院 宁夏 中卫 宁夏海原新区丽景街与仁和路交汇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 301 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血管病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银川金凤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安东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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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儿童医院 宁夏 银川 银川市金凤区平伏桥新村北 100 米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宁夏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56 号

银川市中医院 宁夏 银川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231 号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果洛路 41 号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共和路 2号

青海省红十字会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 55 号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同仁路 29 号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38 号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医院 青海 西宁 西宁市城西区砖厂路 7号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象山南路 2号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 318 号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 519 号

江西省精神病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上坊路 43 号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大道 167 号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 133 号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 128 号

江西省中医院 江西 南昌 东湖区八一大道 445 号

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 17 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 1号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市爱国路 92 号

赣州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 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17 号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 赣州 江西省赣州市青年路 23 号

赣州妇幼保健院 江西 赣州 赣州市章贡区大公路 106 号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塔岭南路 48 号

九江妇幼保健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南路 61 号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白水湖路 6号

赣州肿瘤医院 江西 赣州 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虎岗路花园前 19 号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抚州 抚州市赣东大道 421 号

新余市人民医院 江西 新余 江西省新余市新欣北大道 369 号

南昌洪都中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东湖区民德路 264 号

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22 号

南昌大学口腔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 49 号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大道 310 号

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叠山路 346 号

上饶市人民医院 江西 上饶 中国江西上饶市书院路 86 号

上饶市肿瘤医院 江西 上饶 江西省上饶市胜利路 67 号

宜春市人民医院 江西 宜春 江西省宜春市中山西路 88 号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江西 吉安 吉安市井冈山大道 106 号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 吉安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 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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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西 景德镇 江西省景德镇市广场北路 3号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景德镇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东郊新厂陶阳路 76 号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景德镇 江西省景德镇中华北路 317 号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市十里大道 408 号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 九江

东院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东路 57 号，西院地址：九江市湓浦路 284

号，口腔医院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北路 96 号

九江市中医院 江西 九江

南院：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德化路 555 号北院：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

庐山南路 261 号

萍乡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 萍乡 萍乡市跃进南路 145 号

萍乡市人民医院 江西 萍乡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广场路 128 号

新余市中医院 江西 新余 新余抱石大道 518 号

武汉市第五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 122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生态风景区沿湖大道 39 号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237 号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 116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77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

武汉市普爱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 473 号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大道 753 号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 215 号(总院),武汉市发展大道 1 号(汉西分

院),洪山区石牌岭路石建村洪达街2号(武昌皮肤门诊部);汉阳区王家

湾二桥街玫瑰街 37 号(汉阳皮肤门诊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街道口武珞路 745 号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 武汉 东湖路 169 号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硚口游艺路 70 号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26 号

湖北省人民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紫阳路 99 号

湖北省中山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汉口中山大道 755 号

武钢总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 29 号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 241 号

武汉市普仁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四路本溪街 1号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 218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武珞路 627 号

湖北省中医院 湖北 武汉 本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胭脂路花园山 4号凤凰门诊部中山路 320 号

恩施州中心医院 湖北 恩施

西医部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道158号中医部湖北省恩施市航空大道178

号

利川民族中医院 湖北 恩施 利川市解放路 17 号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湖北 恩施 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街 161 号

宜昌市中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胜利三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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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 号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 21 号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涂家岭 9号

湖北省武警总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475 号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 100 号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湖北 武汉

救治中: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潭路1号;武昌分院:昌区晒湖路 19号;汉北

路门诊部:汉北路 18 号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解放路 2号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樵湖一路 60 号

荆州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荆州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8号

荆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 荆州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路 1号

荆州妇幼保健院 湖北 荆州 荆州市荆中路 203 号

荆州市中医院 湖北 荆州 湖北省荆州市江津东路 172 号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 襄阳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荆州街 136 号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襄阳 湖北省襄阳市解放路 15 号

黄冈中心医院 湖北 黄冈 黄冈市体育路 27 号

黄冈市中医医院 湖北 黄冈 黄冈市东门路 19 号

孝感中心医院 湖北 孝感 孝感市广场路 6号

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北 黄石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 43 号

黄石中医院 湖北 黄石 黄石市广场路 12 号

十堰市人民医院 湖北 十堰 湖北省十堰市朝阳中路 39 号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 十堰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南路 32 号

十堰市中医院 湖北 十堰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路 1号

东风总医院 湖北 十堰 湖北十堰大岭路 16 号

鄂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 鄂州 湖北省鄂州市文星路 9号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荆门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67 号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 荆门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39 号

民大医院 湖北 恩施 湖北省恩施市土桥大道五峰山路 2号

孝感市康复医院 湖北 孝感 孝感市大东门外正街 50 号

江汉油田医院 湖北 潜江 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安康路 3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 139 号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 长沙

本院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161 号北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春路长春

巷 1号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湘春路 53 号

湖南省中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蔡锷北路 233 号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路 283 号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区桐梓坡路 138 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 87 号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 长沙 梓园路 86 号



16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 61 号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 58 号

长沙市一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市营盘路 311 号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罗家井 102 号

郴州市中医院 湖南 郴州 郴州市国庆南路 20 号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 郴州市桔井路 30 号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湖南 郴州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 8号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湖南 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解放路 30 号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湖北路 102 号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湖南 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东风南路 336 号

衡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 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雁城路 12 号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湖南 衡阳 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衡山路 169 号

株洲市中心医院 湖南 株洲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 116 号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湖南 株洲 湖南株洲市人民中路 571 号。

株洲市人民医院 湖南 株洲 新屋街特 1号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湘潭 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 100 号

湘潭市中心医院 湖南 湘潭 湖南省湘潭市和平路 120 号

湘潭市立医院 湖南 湘潭 湘潭市雨湖区大湖路 9号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 湘潭 湘潭市东湖路 1号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湖南 岳阳 湖南省岳阳市东茅岭路 39 号

岳阳市中医院 湖南 岳阳 岳阳市枫桥湖路中段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常德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路 818 号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 湖南 常德 湖南省常德市滨湖中路

娄底市中心医院 湖南 娄底 湖南省娄底市长青中街 51 号

湘西民族中医院 湖南 湘西 湖南省吉首市北吉星路 21 号

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 邵阳 湖南省邵阳市乾元巷 36 号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 益阳 湖南省益阳市康复北路 118 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 199 号

黑龙江省康复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阳岛平原街 27 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南岗区保健路 148 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150 号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6 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 37 号（哈尔滨火车站斜对面）

哈尔滨儿童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7 号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 119 号

哈尔滨红十字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 415 号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82 号

鸡西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鸡西市 鸡西市鸡冠区兴国中路 111 号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黑龙江 鸡西市 黑龙江省鸡西市和平北大街 1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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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 大庆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康街 9号

大庆龙南医院 黑龙江 大庆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爱国路 35 号

牡丹江红旗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通乡路 5号

虎林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鸡西市 虎林市中心街 34 号

大庆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大庆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建设路 213 号

大庆市第三医院 黑龙江 大庆 大庆市让杜路 192 号

大庆中医院 黑龙江 大庆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保健路 8号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 黑河 黑河市兴安街 49 号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龙江 黑河 兴林街 24 号

佳木斯大学第一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佳木斯市德祥街 348 号

佳木斯中心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佳木斯市中山街 256 号

佳木斯口腔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佳木斯市向阳区红旗路 522 号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佳木斯市德祥街 419 号

佳木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佳木斯市红旗路 522 号

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黑龙江 佳木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保卫路 538 号

佳木斯市中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解放路 38 号

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光华街 179 号

牡丹江市中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长安街四号

牡丹江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 牡丹江市爱民区建卫路 76 号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吉林 长春 长春市经开区仙台大街 126 号

吉林省中医院 吉林 长春 长春市工农大路 20 号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810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183 号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2643 号、长春市皓月大路 3788 号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湖光路 1018 号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吉林 长春 长春市建政路 1051 号

长春中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1478 号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清华路 1500 号

长春市妇产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五马路 555 号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北安路 1175 号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仙台大街 126 号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吉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 71 号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南京街 4号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 吉林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 36 号

吉化总医院 吉林 吉林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大同路 32 号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 吉林 吉林省吉林市解放中路 12 号

四平市中心医院 吉林 四平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南迎宾街 89 号

吉林省脑科医院 吉林 四平 吉林省四平市中央西路 98 号

梅河口市医院 吉林 通化 吉林省梅河口市迎河大街 9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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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 通化 通化市建设大街新光路八号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 延边 延吉市局子街 1327 号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 33 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 号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 44 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55 号

辽宁省金秋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 317 号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 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号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辽宁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60 号

大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7 号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 8号

大连附属大学中山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 6号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 大连 大连市沙河口区新华街 166 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222 号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826 号

大连市儿童医院 辽宁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 154 号

鞍山市中心医院 辽宁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 77 号

鞍钢总医院 辽宁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健身街 3号

鞍山市中医院 辽宁 鞍山 新营路 15 号

本钢总医院 辽宁 本溪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29 号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 本溪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胜利路 29 号

朝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 朝阳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二段 6号

丹东市第一医院 辽宁 丹东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宝山大街 76 号

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 丹东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街 7号

抚顺市中心医院 辽宁 抚顺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 5号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辽宁 抚顺 辽宁省抚顺市中央大街 24 号

辽健集团阜矿总医院 辽宁 阜新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保健街 43 号

阜新市中心医院 辽宁 阜新 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 74 号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 葫芦岛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 15 号

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 盘锦 辽宁省盘锦市胜利街 180 号

铁岭市中心医院 辽宁 铁岭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岭东街 18 号

营口市中心医院 辽宁 营口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金牛山大街西 13 号

锦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 锦州 中国辽宁市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 51 号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锦州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街五段二号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锦州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 49 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市建设东路 1号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东风路 6号

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市黄河路 33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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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文化宫路 65 号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康复前街 3号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市纬五路 1号

郑州骨科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 58 号

郑州大学二附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经八路 2号

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 63 号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 127 号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康复路中街 1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康复前街七号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 7号

河南中医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路 19 号

河南省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阜外大道 1号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 24 号

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启明南路 1号

洛阳第一中医院（南院） 河南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九都路 7号

洛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中路 288 号

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 南阳 河南省南阳市工农路 312 号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南阳 南阳市建设东路 66 号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 安阳 河南省安阳市解放路中段 18 号

安阳地区医院 河南 安阳 河南省安阳市灯塔路 41 号

安阳肿瘤医院 河南 安阳 河南省安阳市洹滨北路 1号

安阳市中医院 河南 安阳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 22 号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 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 56 号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院 河南 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健康路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河南 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东中段 388 号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 河南省焦作市民主南路 17 号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中路 267 号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 河北省焦作市解放东路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 开封 河南省开封市包公湖北路 8号

开封市中心医院 河南 开封 河南省开封市河道街 85 号

河南大学附属医院 河南 开封 河南省开封市西门大街 357 号

濮阳市中医院 河南 濮阳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东路段

周口市人民医院 河南 周口 河南省周口市建设路 139 号

漯河市中心医院 河南 漯河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东路 54 号

海南省中医院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北路 47 号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 海甸岛人民大道 43 号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 31 号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 19 号

三亚市中医院 海南 三亚 三亚市凤凰路 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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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人民医院 海南 琼海 嘉积镇富海路 33 号

海南农垦总局医院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白水塘路 48 号

三亚市人民医院 海南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解放三路

三亚农垦医院 海南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四路 128 号

上海瑞金医院（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瑞金二路 197 号（永嘉路口）

上海瑞金医院（分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卢湾区重庆南路 149 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漠河路 280 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725 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180 号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上海 衡山路 910 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2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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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新村路 389 号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 150 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665 号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168 号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政民路 507 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沈阳路 128 号

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松江）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650 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临港)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环湖西三路 222 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600 号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甘河路 110 号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大同路 358 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 528 号,近科苑路（东院）上海市黄浦区普安路

185 号（西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乌鲁木齐中路 12 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 525 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678 号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台路 1800 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 100 号

长海医院虹口分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15 号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 23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色医学中心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淮海西路 338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 1328 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 831 号

上海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160 号

上海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 2000 号

上海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山东中路 145 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3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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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延长中路 301 号

上海中医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芷江中路 274 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221 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 536 号

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400 弄 24 号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 440 号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大林路 358 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241 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 83 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制造局路 639 号

上海市东方肝胆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225 号

东部战区总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305 号

南京市鼓楼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321 号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钟阜路 1-1 号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南京广州路 300 号,江东北路 368 号

江苏省中医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 155 号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62 号（原南京铁路中心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湖南路丁家桥 87 号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姜家园 121 号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南京夫子庙金陵路 1号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红山路十字街 100 号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 368 号

东部战区总医院八一医院(原解放军 81 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秦淮区杨公井 34 标 34 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街 12 号

南京胸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15 号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江东南路 8号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长乐路 68 号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百子亭 42 号

南京市口腔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中央路 30 号

江苏省口腔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136 号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2007 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138 号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兰陵北路 300 号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兴隆巷 29 号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 188 号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 185 号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泰州路 45 号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南通西路 98 号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国庆路 3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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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广陵区泰州路 45 号

扬州中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文昌中路 577 号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白塔西路 16 号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广济路 242 号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道前街 26 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十梓街 188 号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三香路 1055 号

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 185 号

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天宁区兴隆巷 29 号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西寺路 20 号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孩儿巷北路 6号

南通中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崇川区建设路 41 号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青年中路 99 号

南通市妇幼保健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399 号

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北路 30 号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解放南路 199 号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 99 号

徐州中医院 江苏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中山南路 169 号

徐州市肿瘤医院 江苏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路 131 号

徐州妇幼保健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云龙区和平路 46 号

盐城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越河路 16 号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 299 号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惠河路 200 号

江阴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江阴市寿山路 163 号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惠河路 200 号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宜兴市通真观路 75 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 68 号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兴源北路 585 号

无锡妇幼保健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槐树巷 48 号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钱荣路 156 号

盐城妇幼保健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亭湖区世纪大道东路 31 号

泰州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南路 399 号

泰州中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海陵区邑庙街 6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电力路 8号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 438 号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 20 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北京西路 6号

淮安妇幼保健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南路 104 号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淮海南路 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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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中医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和平路 3号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北路 182 号

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朝阳中路 160 号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连云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苍梧路 10 号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 41 号

镇江中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桃花坞十区八号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79 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88 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 3号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邮电路 54 号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古翠路 234 号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桥广济路 38 号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上塘路 158 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竹竿巷 57 号 31000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学士路 1号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浣纱路 261 号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38 号.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

杭州市儿童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195 号

浙江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 12 号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东路 208 号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莫干山路 219 号

杭州市西溪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横埠街 2号

浙江省新华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 318 号

浙江省口腔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延安路 395 号;城西分院地址:萍水街 333 号，新武林商业中心

内

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上城区鲲鹏路 369 号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柳汀街 59 号

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西北街 41 号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247 号

宁波市中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北路 819 号（宁波市花鸟市场西侧）

李惠利医院 浙江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 57 号

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江东区中山东路 1059 号

宁波市杭州湾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 1155 号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市柳汀街 339 号

衢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衢州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钟楼底 2号

衢州市中医院 浙江 衢州 浙江省衢州市衢化路 117 号

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 丽水 丽水市括苍路 289 号

丽水市人民医院 浙江 丽水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众街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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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丽水 丽水市大洋路 115 号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上蔡村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学院西路 109 号

温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江滨西路大简巷 32 号

温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仓后街 57 号

温州中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鹿城区蛟尾路 9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浙江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西路 270 号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鹿城区锦绣路 75 号

温州康宁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市黄龙住宅区盛锦路 1号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 金华 金华市明月街 351 号

浙大医附属第四医院 浙江 金华 浙江省义乌市商城大道 N1 号

金华市中医院 浙江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双溪西路 439 号

金华第二医院 浙江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方岩街 158 号

义乌中医院 浙江 金华 义乌市雪峰西路 266 号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 嘉兴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1882 号(314001)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嘉兴 嘉兴市中环东路 2468 号

武警浙江总队医院 浙江 嘉兴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路 16 号

嘉兴市第二医院 浙江 嘉兴 嘉兴市环城北路 1518 号

绍兴市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中兴北路 568 号

绍兴市妇女儿童医院 浙江 绍兴 绍兴市越城区东街 305 号

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中路 641 号

绍兴市立医院 浙江 绍兴 中兴南路与玉屏路交叉口东南侧

上虞市中医院 浙江 绍兴 浙江省上虞市曹娥街道舜江西路 239 号

台州医院 浙江 台州 浙江省临海市西门街 150 号

台州中心医院 浙江 台州 台州市椒江区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999 号

温岭中医院 浙江 台州 温岭市太平街道鸣远北路 21 号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湖州 浙江省湖州市红旗路 198 号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湖州 湖州市威莱大街 2号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湖州 浙江省湖州市公园路 255 号

浙江湖州解放军 98 医院 浙江 湖州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车站路 9号

湖州中医院 浙江 湖州 湖州市吴兴区南街 315 号

舟山医院 浙江 舟山 临城街道定沈路 739 号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舟山 人民北路 238 号

丽水中医院 浙江 丽水 丽水市莲都区中山街 800 号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83 号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北京西路 1号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南路 151 号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市解放西路 91 号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南明区博爱路 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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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瑞金南路 63 号

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凯里市康复路 3号

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七星路 7号

黔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贵州省都匀市文峰路 8号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贵州 六盘水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西路 56 号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贵州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都匀市文峰路 9号

兴义市人民医院 贵州

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

州 贵州省兴义市园陵路 1号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 遵义 遵义市凤凰路 98 号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 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大连路 149 号

安顺市人民医院 贵州 安顺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 140 号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市贵医街 28 号

黔南州中医院 贵州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剑江中路 32 号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淡村路 13 号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七星路 89 号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 71 号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 南宁 双拥路 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南宁市桃源路 6号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 南宁 大学东路 166 号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医院 广西 南宁 南宁市明秀东路 181 号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 南宁 广西省南宁市双拥路 1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广西 桂林 广西省桂林市崇信路 46 号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桂林 桂林市叠彩路 2号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 桂林 广西桂林市文明路 12 号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钦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城区文峰南路 219 号

钦州妇幼保健院 广西 钦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安州大道 1号

贺州市中医院 广西 贺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龙山路 48

号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 百色 广西省百色市中山二路 18 号

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广西 贵港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建设中路 29 号

北海市中医医院 广西 北海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新建路 1号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石路 1号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映山街五十号

柳州人民医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文昌路 8号

柳州中医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解放北路 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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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14 号

广西龙泉山医院 广西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鸡喇路 1号

玉林中医院 广西 玉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 805 号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 玉林 广西玉林市教育中路 19 号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 桂林 广西省桂林市乐群路 15 号

桂林中医医院 广西 桂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临桂路 2号

梧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 梧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蝶山一路 28 号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 钦州 钦州市钦南区前进路 47 号

钦州中医院 广西 钦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蓬莱北大道 66 号

广西百色人民医院 广西 百色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城乡路 8号

贵港市人民医院 广西 贵港 广西省港北区一号大院中山路西 5街 1278 号

北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 北海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和平路 83 号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 兰州 东岗西路 1号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 兰州 小西湖东街 2号

甘肃省康复中心 甘肃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团结新村 53 号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吴家园西街 1号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甘肃 兰州

本院：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 333 号；安宁分院：甘肃省

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 818 号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甘肃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732 号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甘肃 兰州 甘肃兰州市安宁东路 818 号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东岗西路 204 号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 兰州 萃英门 80 号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 兰州 瓜州路 418 号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 兰州 七里河北街 143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 甘肃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72 号

平凉市人民医院 甘肃 平凉 崆峒大道中路与宝塔路十字路口向东 130 米

天水市第一医院 甘肃 天水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 105 号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 134 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茶中路 20 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新权路 29 号

福建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台江区 817 中路 602 号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福马路凤板马路顶 91 号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支路 13 号

福建省第一人民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八一七中路 602 号

福州传染病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鼓楼区西洪路 312 号

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湖边 2号

福州市中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 102 号

福州妇幼保健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鼓楼区六一中路 85 号

福州第四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州市南二环路 4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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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医院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仙岳路 1739 号

厦门中山医院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 201 到 209 号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镇海路 55 号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文园路 92-96 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福建 厦门 厦门市镇海路 55 号

厦门妇幼保健院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10 号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福建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翔安东路 2000 号

厦门仙岳医院 福建 厦门 厦门市仙岳路中段 399 号

厦门第五医院 福建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民安路 101 号

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东街 248－252 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中山北路 34 号

漳州市医院 福建 漳州 福建省漳州市胜利路 59 号

漳州中医院 福建 漳州 漳州市芗城区新浦路 3号

莆田市第一医院 福建 莆田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龙德井 389 号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福建 莆田 福建省莆田市梅园东路 181 号

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 南平 福建省南平市中山路 317 号

三明市第一医院 福建 三明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 29 号

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 龙岩 福建省龙岩市九一北路 105 号

宁德市闽东医院 福建 宁德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城关区鹤山街 89 号

宁德市医院 福建 宁德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闽东东路 13 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绩溪路 2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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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 372 号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39 号

安徽省中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17 号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 17 号

安徽省妇幼保健所 安徽 合肥 合肥市庐阳区益民街 15 号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寿春路 300 号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市北二环砀山路 1868 号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 390 号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市望江路 204 号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 蚌埠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中路 38 号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 安徽 蚌埠 蚌埠市龙子湖区长淮路 287 号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 黄山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栗园路 4号

马鞍山人民医院 安徽 马鞍山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路 45 号

铜陵人民医院 安徽 铜陵 安徽省铜陵市笔架山路 468 号

铜陵市立医院 安徽 铜陵 长江西路 89 号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 滁州 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峰东路 100 号

毫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 毫州 亳州市谯城区薛家巷 3号



28

安庆中医院 安徽 安庆 安庆市龙门口街 26 号

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 安庆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 352 号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安庆 安徽省安庆市孝肃路 42 号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 芜湖 安徽省芜湖市赭山西路 2号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 安徽省芜湖市吉和北路 19 号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山中路 263 号

芜湖市中医院 安徽 芜湖 芜湖市弋江区九华南路 430 号

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巢湖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路 319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 阜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鹿祠街 63 号

太和县中医院 安徽 阜阳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团结西路 59 号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阜阳 阜阳市临泉路 450 号

淮北市矿工总医院 安徽 淮北 淮北市相山区长山北路 1号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 淮北 安徽省淮北市淮海西路 66 号

淮北市中医院 安徽 淮北 人民中路 186 号

宿州市立医院 安徽 宿州 安徽省宿州市汴河中路 299 号

铜陵市中医院 安徽 铜陵 铜陵市太平湖路 2299 号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 巢湖 安徽省巢湖市巢湖北路 64 号

芜湖中医院 安徽 芜湖 芜湖市弋江区九华南路 430 号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44-1 号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 50 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北园大街 247 号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 42 号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济兖路 440 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 107 号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八路 1号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纬七路 324 号

济南市儿童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3976 号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6766 号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本部）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江苏路 16 号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 5号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燕儿岛路 5号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芝泉路 5号

青岛市肿瘤医院 山东 青岛 青岛市四方区开平路 22 号

青岛市海慈医院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路 4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古槐路 79 号

济宁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号

济宁市中医院 山东 济宁 济宁市中区环城北路 3号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东段 27 号

临沂市中医院 山东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 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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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启阳路 187 号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东路 20 号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山东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解放路 91 号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山东 烟台 金埠大街 717 号

烟台市中医院 山东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 39 号

聊城市人民医院 山东 聊城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西路 67 号

聊城市中医院 山东 聊城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化路 1号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路 54 号

解放军 960 医院淄博院区 山东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站北路 20 号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东路 11 号

淄博市第八人民医院 山东 淄博 中心路 18 号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 151 号

潍坊市中医院 山东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潍州路 666 号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潍坊 潍坊市奎文区虞河路 2428 号

陆军第 80 集团军医院 山东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北宫西街 256 号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 东营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 31 号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 泰安 山东省泰安市龙潭路 29 号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泰安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 706 号

肥城中医院 山东 泰安 肥城市新城长山街 024 号

文登中心医院 山东 威海 山东省文登市米山东路西 3号

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 威海 威海市青岛北路 29 号

德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德州 山东省德州市新湖大街 1751 号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滨州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二路 661 号

菏泽市立医院 山东 菏泽 菏泽市牡丹区曹州路 2888 号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 滕州市杏坛路 181 号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139 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215 号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岗路 89 号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348 号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市胜利北街 372 号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新华西路 130 号

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398 号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89 号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健康路 12 号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南大街 133 号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市裕华区塔南路 42 号

唐山工人医院 河北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文化路 27 号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 73 号

唐山市人民医院 河北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胜利路 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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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 保定 河北保定市裕华東路 212 号

保定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长城北大街 320 号

保定第二医院 河北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东风西路 338 号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北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南大街 15 号

邯郸市第一医院 河北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路 24 号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路 81 号

沧州市二医院 河北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路 31 号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 沧州 沧州市维明路（北大街）20 号

沧州中心医院 河北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新华西路 16 号

廊坊市人民医院 河北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新华路 37 号

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 51 号

廊坊市中医院 河北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银河北路 108 号

邢台市人民医院 河北 邢台 邢台市红星街 16 号(市政府西行 300 米路南)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 衡水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中路 2号

秦皇岛妇幼保健院 河北 秦皇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 452 号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 秦皇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 258 号

秦皇岛市中医院 河北 秦皇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 209 号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南营子大街 36 号

承德市中心医院 河北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西大街路北 11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河北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普宁路大佛寺北 500 米

承德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河北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广仁大街 11 号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长青路 12 号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河北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新华前街礼拜寺巷 6号

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 河北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建国路 13 号

邯郸市中医院 河北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 311 号

邯郸市肿瘤医院 河北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陵园路 399 号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 270 号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32 号

四川省中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十二桥路 39 号

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20 号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庆云南街 10 号成都市草市街 165 号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青龙街 82 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万象北路 18 号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火车北站二环路北二段 82 号

华西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外南国学巷 37 号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5 号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 3段 20 号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城守东大街 57 号

四川省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青羊区望仙村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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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抚琴西路 338 号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4 号

成都市老年病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东路 56 号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四川 成都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八一路 81 号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9 号

成都三六三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倒桑树街 108 号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实业街 32 号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3段 18 号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 132 号

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4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四川 成都 锦江区九眼桥顺江路 18 号(望江公园对面)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四道街 20 号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建设南街 16 号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大道中段 278 号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麻市街 33 号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西三环外日月大道 1617 号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北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15 号（红牌楼西站旁）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51 号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营门口路互利西一巷 8号(二环路营门口立交桥侧)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 绵阳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常家巷 12 号

绵阳四 0四医院 四川 绵阳 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 56 号

广元市中心医院 四川 广元 利州区井家巷 16 号

广元中医院 四川 广元 四川广元市建设路 133 号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自贡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檀木林街 2号

自贡中医院 四川 自贡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马冲口街 59 号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宜宾 A区四川省宜宾市文星街 65 号 B 区四川省宜宾市南岸商贸路 108 号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 乐山 乐山市市中区白塔街 238 号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 德阳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北路 173 号

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攀枝花 攀枝花市仁和镇老街三村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 南充 四川省南充市文化路 63 号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凉山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1 号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内江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新江路 244 号

雅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 雅安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城后路 358 号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 广安 广安市广安区滨河路四段 1号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 泸州市龙马潭区春晖路 182 号

绵阳市中医院 四川 绵阳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涪城路 14 号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绵阳 四川省绵阳市剑南路东段 190 号

绵阳中医院 四川 绵阳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涪城路 14 号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广元 四川省广元市东坝苴国路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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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自贡 四川省自贡市尚义灏一支路 42 号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 自贡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龙井街大楻桶路 49 号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自贡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青杠林 138 号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宜宾 四川省宜宾市北大街 96 号

乐山中医院 四川 乐山 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 183 号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四川 攀枝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益康街 34 号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四川 攀枝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大街 305 号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 南充 四川省南充市人民南路 97 号

达州中心医院 四川 达州 达州市通川区大东街(柴市街)151 号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内江 四川省内江市交通路沱中巷 31 号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 巴中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新市街 134 号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泸州 四川省泸州市太平街 25 号

内江市中医院 四川 内江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民族路 51 号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之路 10 号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新城路 165 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 1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临江路 76 号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30 号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南岸区仁济路 24 号(五院车站)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北区路 1号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 1号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万州区新城路 165 号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

桥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1号

重庆永川市中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永川市大南门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 江南新区江南大道 297 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重庆市渝中区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36 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 426 号

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分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人民路 191 号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庆中俄友好医院) 重庆 重庆 中国重庆渝中区枇巴山正街 104 号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 重庆 重庆 万州区五桥百安坝天台路 366 号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汉渝路 181 号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村 69 号

重庆三峡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北山大道 862 号

重庆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高笋塘路 2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 439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 本院：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58 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山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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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1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广东

省广州市黄埔东路 183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西路 107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 600 号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651 号

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南路 54 号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光华口腔）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陵园西路 56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19 号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106 号(中山二路和东川路交界处)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大德路 111 号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州机场路 16 号大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路 1838 号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工业大道中 253 号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83 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11 号

广州空军医院（解放军第 458 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801 号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 151 号

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 250 号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市二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 号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侨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13 号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

农林门诊广东省广州东山农林下路19路共和门诊广东省广州东山共和

西横街 1号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广东 广州 江南西路青竹大街 22 号

广东省口腔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江南大道南 366 号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521 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1号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南路 578 号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盘福路 1号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9号

广州市中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珠玑路 16 号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南路 54 号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中路 318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新港中路 468 号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96 号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268 号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天强路 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七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梅花园白灰场路 15 号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横枝岗路 62 号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恒福路 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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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皮肤病研治中心 广东 广州

（恒福路）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 56 号；中山四路：广州市越秀区中山

四路 106 号

广东祈福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鸿福路 3号

广州市惠爱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 36 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麓湖路横枝岗 78 号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广东 广州

本院：广东省广州市江南大道南 366 号；海珠广场：广州市越秀区泰

康路 178-180 号；番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新艺路 12 号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13 号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 2号

广州市中西药结合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87 号

番禺中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8号

番禺中心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8号

广州市脑科医院荔湾门诊部 广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 36 号

东莞市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新谷涌万道路南 3号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广东 东莞

本院：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东路 1号；旗峰：广东省东莞市旗峰路 178

号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旗峰分院

东莞市中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门路 61 号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振兴路 99 号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 154 号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黄洲区祥龙路 1号

东莞厚街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道河田路段河田大道 21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52 号

珠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79 号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543 号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中医院） 广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景乐路 53 号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珠海市拱北医院） 广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华路 208 号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卫国路 78 号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五路 16 号

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荔村甲子路 1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81 号

佛山中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亲仁路 6号

南海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佛平路 40 号

佛山妇幼保健院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 11 号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康欣路 3号

中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 2号

中山市博爱医院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城桂路 6号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广东 中山 中山市小榄菊城大道中段 65 号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惠州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北路 41 号

惠州市中医院 广东 惠州 广东省惠州市下角菱湖三路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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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 茂名 广东省茂名市为民路 101 号

高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茂名 广东省高州市西关路 89 号

茂名市中医院 广东 茂名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五路 7号大院

揭阳市人民医院 广东 揭阳 揭阳市天福路 107 号

普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 揭阳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大道 30 号

云浮市人民医院 广东 云浮 广东省云浮市建设北路 100 号

江门中心医院 广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北街海傍街 23 号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广东 江门

本部:广东省江门市华园东路30号,第一门诊:跃进路 62号,第三门诊:

胜利路 7号

江门人民医院 广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蓬莱路 19 号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57 号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寸金路 2号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广东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 2号

湛江第二中医医院 广东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解放西路 14 号

湛江第一中医医院 广东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北路 52 号|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汕头 广东省汕头市长平路 57 号

汕头市中心医院 广东 汕头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 114 号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韶关 广东省韶关市东堤南路三号

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 韶关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133 号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肇庆 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 174 号

肇庆中医院 广东 肇庆 广东省肇庆市肇庆市端州六路 20 号

梅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 梅州 广州省梅州市梅江区黄塘路 34 号

阳江市中医院 广东 阳江 阳江市区漠江路 373-379 号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 阳江 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 42 号

清远市人民医院 广东 清远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曙光二路 22 号

清远中医院 广东 清远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桥北路 10 号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北路 1017 号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 总院-深圳笋岗西路 3002 号/中西医结合分院-深圳福田区振华路 2号

深圳市妇儿医院 广东 深圳

红荔院区: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2004 号;福强院区:深圳市福田区福强

路 3012 号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7019 号

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东门北路 1021 号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福田区福华路 1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9 号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莲花路 1120 号

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龙井二路 118 号

深圳龙城医院 广东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晨光路 1号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侨城东路与白石路交汇处)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 13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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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龙岗段)6082 号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 1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北京 东城区校尉胡同王府井帅府园 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四六条南门仓 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67 号、西城区三里河北街甲 1号、西城区北

礼士路 135 号 16 号楼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7 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 33 号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2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251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4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 45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56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北京 西城区永安路 95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1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 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23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工体南路 8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安康胡同 5号（德胜门成楼西北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 10 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八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49 号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 31 号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51 号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2 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2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6 号

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 33 号

北京大学教学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南店路 7号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5 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甲十三号

战略支援部队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安翔北里 9号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黑山扈路甲 17 号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昌运宫十五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学特色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0 号（西钓鱼台)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北线阁 5号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操场 1号(颐和园东侧)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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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 6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5号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2号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路 10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19 号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 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沙窝桥)太平路 27 号军事医学科学院

武警北京市总队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里屯 1号

北京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东山坡三里甲60号（原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1 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69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大街 9号院一区

北京市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街 51 号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西城月坛北街丁 3号

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23 号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 北京 丰台区角门北路 10 号

天津市第三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 220 号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 6号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苏堤南路 7号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 23 号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 190 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88 号

天津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406 号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83 号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

天津市儿童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225 号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大街 61 号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路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三马路 156 号

天津眼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 4号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14 号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 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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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肿瘤特药保障服务指南

目录

一、身体健康情况告知

二、肿瘤特效药品目录

三、药店网络范围

四、特药服务说明

五、特药服务概况

六、特药服务流程

七、其他注意事项

八、释义

一、身体健康情况告知

无曾经或正在患有以下疾病：肿瘤、帕金森氏病、重症肌无力、多发性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

糖尿病、血液病、精神疾患及先天性疾病；无肺、胃、肠道、肝、胆、肾、脑、脊髓的慢性疾病或损

伤及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的身体残疾。

未曾被医疗机构确认或诊断疑似患有恶性肿瘤（包括癌症、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癌前病

变、原位癌、类癌、肝硬化、不明性质的肿瘤/新生物/肿块/息肉/结节。

未曾出现肿瘤标志物或组织及其细胞病理学检查异常。

在过去 6个月内无持续三周有下列病症或不适：体重下降超过 5公斤、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出

血、心悸胸闷、头痛眩晕、呕吐腹痛。

过去 12 个月内无患有下列疾病：慢性肝病、肝炎病毒携带、肝硬化、糖尿病、慢性肾炎、肾脏疾

病、胰腺疾病、癌症、良性肿瘤、不明性质的肿块、息肉、囊肿、赘生物、不规则阴道出血、血液系

统疾病、结肠疾患、慢性酒精中毒、精神疾病、癫痫、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内分泌及代谢疾病。

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无涉及或接触任何危险物（化学物质、爆炸物、有毒物质）；无涉及高空作业、

潜水或水下作业、隧道坑道或井下作业等危险工作。

无酗酒或有慢性酒精中毒的情况。

无曾经或正在使用毒品或违禁药物。

二、肿瘤特效药品目录

序号 药品商品名 药品通用名 适应症

1 艾瑞妮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乳腺癌

2 艾坦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胃腺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3 爱谱沙 西达本胺片 外周 T细胞淋巴瘤

4 爱优特 呋喹替尼 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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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6 达希纳 尼洛替尼胶囊 慢性髓性白血病

7 福可维 安罗替尼 非小细胞肺癌

8 格尼可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髓性白血病、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胃肠道间质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9 汉利康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淋巴瘤

10 捷恪卫 磷酸芦可替尼片 骨髓纤维化

11 雷帕鸣 西罗莫司片 肾移植

12 立生 来那度胺胶囊 多发性骨髓瘤

13 齐普乐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发性骨髓瘤、套细胞淋巴瘤

14 齐普怡 来那度胺胶囊 多发性骨髓瘤

15 千平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发性骨髓瘤、套细胞淋巴瘤

16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黑色素瘤

17 昕泰 注射用硼替佐米 多发性骨髓瘤、套细胞淋巴瘤

18 伊瑞可 吉非替尼片 非小细胞肺癌

19 亿珂 伊布替尼胶囊 套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20 英立达 阿昔替尼片 肾细胞癌

21 赞可达 塞瑞替尼胶囊 非小细胞肺癌

三、药店网络范围

序号 省份 城市 药店名称 地址

1 湖南 长沙 长沙市德雅大药房
长沙市岳麓区双塘路 9号天峰名苑一栋 101 号（湖南省肿瘤医院正对

面）

2 湖南 长沙 圆心大药房 （长沙湘雅分店）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319 号绿地中心

3 广东 中山 恒金堂大药房（中山西区中医院店） 中山市西区翠虹路 22 号熙龙居 1-5 幢商铺 09、10、36、37 卡

4 广东 中山 德红堂大药房（三乡镇康乐路店） 中山市三乡镇圩仔康乐路 45 号 B 铺首层

5 广东 中山 恒金堂大药房（东凤镇万源街店） 中山市东凤镇民乐社区万源街三巷 8号首层之一

6 广东 中山 圆心大药房（石歧路店） 中山市石岐区太平路 27 号

7 广东 江门 恒金堂大药房（建设店）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 17 号之二 102 室、17 号首层 1/8-9+0.25MD-2/D

8-9 A-D 轴、17 号首层 9-10 A-D 轴

8 广东 江门 江济大药房（蓬莱路店） 江门市蓬江区蓬莱路 29 号-31 号首层 2-6 卡江济大药房

9 广东 江门 恒金堂大药房（鹤山人民路店） 鹤山市人民医院门诊对面

10 广东 江门 圆心大药房（三江路店） 开平市长沙区 325 国道三江路段 9号第三卡

11 广东 肇庆 恒金堂大药房(前进路店) 四会市前进路龙华楼首层（人民医院门口东侧）

12 广东 肇庆 恒金堂大药房桂城新城一区民兴路店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新城一区民兴路二号楼 104、105 号铺

13 广东 肇庆 恒金堂大药房(高要南岸象店)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象 13 小区即现高要区人民医院南岸分院大门口两

侧商铺第 1.2 卡

14 广东 佛山 恒金堂大药房(岭南大道北店)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96 号 101 房自编之七、八

15 广东 佛山 恒金堂大药房(卫国路店) 佛山市禅城区卫国路 35 号前座首层商场之二（东侧）

16 广东 佛山 佳信康药房高明区(永安街店)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永安街光明巷 8号之 17、18、19 铺

17 广东 佛山 恒金堂大药房(大良新基三路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新桂居委会新基三路28号海景苑22号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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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省医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 79 号首层自编之一、自编夹层

19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番禺福愉店)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41 号

20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新华第一店)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 73 号 104 号铺

21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新华第二店)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路 77 号之 4 号商铺

22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盈丰路店) 广州市海珠区盈丰路 26 号 101、28 号 101

23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大德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 130 号自编首层左房

24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红会店) 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 5号首层东侧自编 4号

25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荔湾路店)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46、48 首层自编之四

26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百灵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百灵路 128 号首层

27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海宁店)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西海宁一街 1、3、5、7 号 119、120 房

28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龙溪店）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中路 2号自编之 2107

29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珠江西路店)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西路原必克强厂首层（部位：1-2 铺）（临时经营

场所）

30 广东 广州 园心大药房（石牌店）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东路 29-49 号首层自编 01 号

31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宝华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104 号

32 广东 广州 圆心大药房(市桥店)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环城东路 106 号-108 号首层、夹层

33 广东 广州 恒金堂大药房(太阳城店)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广州大道北 1833 号 1 楼 104 铺（自主申报）

34 广东 广州 广州昶通健康门诊部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

35 广东 惠州 药之源大药房(大岭路店) 惠州市龙丰沙下浪肚 10 号

36 广东 惠州 药之源大药房(下角南路店) 惠州市惠城区下角南路 18 号

37 广东 惠州 药之源大药房(江北便民分店) 惠州市富民路 2号润宇华庭 1层 11 号

38 广东 惠州 启康大药房(黄塘一路店) 惠州市黄塘一路一号之一商场

39 广东 惠州 药之源大药房(鹿江店) 惠州市惠城区旭日二路 3号中信水岸城花园六期第 69 栋 1 层 08 号

40 广东 东莞 恒金堂大药房(青林路店) 东莞市石龙镇中山东社区青林路 117 宿舍之 8-10 号

41 广东 深圳 圆心大药房(龙岗大道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社区龙岗大道 6481 号 101-4a.b

42 广东 湛江 湛江诚慷大药房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48 号科技培训楼大楼首层（正面临人民大

道南）通道左侧第一间房屋

43 广东 阳江 圆心大药房（阳江店） 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 25 号

44 广东 阳江 阳江市中医院店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康泰路 920 号丰泰新天地商住项目 8幢 1-2 层

30 号铺

45 广东 茂名 圆心大药房茂名旗舰店 茂名市茂南区为名路 98 号(即茂名人民医院北门正对面)

46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人民医院店） 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 8号商业一层

47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农垦总店） 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农垦医院门口对面 3号房屋

48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人民医院店）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 47 号都市嘉汇 1号商铺

49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第三人民医院店） 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 14 号东边第一层第一间铺面

50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第四人民医院店） 海口市琼山区宗伯里横街 39 号第 7 目铺面

51 海南 海口 圆心大药房（海南医学院附一店）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 50 号汇丰商厦第一层第 A011 号铺面

52 海南 三亚 圆心大药房（第三人民医院三亚店）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南海苑公寓（原茶苑宾馆）102A 铺面

53 云南 红河州 蒙自康之源健康药房 蒙自市锦华路世纪花园 21 幢 1 层

54 云南 红河州 红河州圆心大药房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南路 16 号 5 幢 1 单元一层

55 云南 红河州 开远市源生药业有限公司 开远市健民路 113、115 号

56 云南 昆明 安宁景天药业有限公司 昆明市昆钢钢城创业园区（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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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云南 昆明 安宁市金方街道创业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昆钢钢城创业园 C区 4-3

58 云南 昆明
昆明工众药房虹山南路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虹山南路 169 号 1 幢 1 层 5 号商铺

59 云南 昆明 昆明仁泽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秀苑路高美云安小区 A幢第一层 9号商铺

60 云南 昆明 昆明工众药房（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巡津街 3幢 2 单元 1 层 106 号

61 云南 昆明 昆明工众药房春苑店(云南省中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光华街 79 号 81 号（云南省中医药对面）

62 云南 昆明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五华光华街诊所 昆明市五华区光华街 79 号 81 号（云南省中医药对面）

63 云南 昆明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店-云南昆

明-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昆明市官渡区太和街道北京路 231 号（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对面）

64 云南 昆明
昆明工众药房西山金碧店-云南昆明-云南省第一

人民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马碧鸡坊商业步行街街区 JB3-4 幢 1-2 号

65 云南 大理州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幸福路诊所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幸福路州政府西院 12 单元 1 楼 2 号

66 云南 大理州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下关关平路店-云南

大理-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洱河南路 29 号 1 层 2 号

67 云南 大理州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大理古城店-云南大

理-大理市 60 医院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镇叶榆路 1-7

68 云南 玉溪 玉溪尚康药业有限公司一分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长庚街 79 号

69 云南 玉溪 玉溪尚康药业有限公司二分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荣昌街 110 号

70 云南 玉溪 玉溪尚康药业有限公司三分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荣昌街 96 号

71 云南 玉溪 玉溪尚康药业有限公司四分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 76 号

72 云南 玉溪 玉溪尚康药业有限公司五分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紫艺路新型农贸市场第 9、10、11 号

73 贵州 贵阳 圆心大药房（贵医店） 贵阳市云岩区贵乌南路 140 号冠竹苑 B栋 1-2 层 2 号

74 贵州 贵阳 贵阳云岩妙联诊所 贵阳市贵乌南路 140 号

75 四川 成都 圆心大药房华西店 成都市武侯区黉门后街 9号附 4-5 号

76 四川 成都 成都武侯圆心诊所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黉门后街 9号附 6号

77 四川 成都 京卫大药房（成都京卫店）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上街 4号 1 层

78 四川 成都 圆心大药房(成都华康店） 成都市洪河北路 731 号恋日家园 AB 区 17 栋 1 层 4 号

79 四川 成都 圆心大药房（华艾店） 成都市锦江区静明路 490 号 1 层

80 重庆 重庆 公信网门特药店（重庆西南店） 重庆市沙坪坝高滩岩一村 7号附 18 号

81 重庆 重庆 圆心大药房（医学院路店） 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 5-26 号

82 重庆 重庆 圆心大药房（重庆大足店）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二环南路 1038 号

83 重庆 重庆 圆心大药房（重庆新桥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200号附 3幢新阳光广场3栋商业 12（跃 1）

84 重庆 重庆 重庆信渝和堂大药房 重庆市渝中区九坑子 1号平街一层

85 湖北 孝感 圆心大药房（汉川圆心店） 汉川市人民大道西段同仁广场 2幢 1 单元 120 号

86 湖北 仙桃 圆心智慧大药房（仙桃圆心店）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沔州大道 29 号西侧门栋 1-5 间

87 湖北 荆州 圆心大药房（荆州航空路店） 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46 号

88 湖北 荆州 圆心大药房（荆州北京路店） 荆州市沙市区北京中路 290 号

89 湖北 宜昌 圆心大药房（宜昌圆心店） 宜昌市西陵区湖堤街 1号

90 湖北 武汉 圆心妙手（武汉门诊部）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道解放大道 1127 号武汉富商大厦 12 层 1 室

91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岳店） 武汉市江汉区贺家墩福星惠誉福星城二期第 13 幢 1-2 层商 7 房

92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仁店）
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D地块 14 栋 1-3 层 10、11、

12、13 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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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健店）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道解放大道 1127 号武汉富商大厦 12 层 1 室-2

94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富店）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铁铺村健康新天地商业步行街二期第 2号商业 2

层 1、2 号

95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发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718 号 1 层-2 室

96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汉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412 号 2 栋

97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康福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 450 号 1 单元 1 层 3 号商铺 1-2、1-3

98 湖北 武汉 圆心大药房（武汉岱山店）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单层 A05-3

99 河南 郑州 圆心大药房河医店 郑州市二七区金水路 56 号

100 江苏 南京 圆心药店（南京洪武路店）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 328 号

101 江苏 南京 天一中信药房（江浦大店） 南京市浦口区珠江镇中圣南街 1号楼

102 江苏 南京 天一中信第九药店（南京十字街店）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红山路十字街 70 号 12 幢一层 1单元南侧

103 江苏 南京 圆心中圣南街店（江浦中圣南街店）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中圣南街 9-15、9-17 号

104 江苏 南京 圆心天悦药房（圆心姜家园店） 南京市鼓楼区姜家园 110 号

105 江苏 南京 圆心欣晖药房（圆心铁路北街店） 南京市鼓楼区铁路北街 184-1 号 111 室

106 江苏 南京 圆心康瑞药房（圆心玄武门店）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33、135 号

107 江苏 南京 南京康世药店 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 455 号

108 江苏 南京 圆心药店（泰山路店）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泰山路健康巷 32、34 号

109 江苏 南京 圆心郁金香药房（南京丁墙村店） 南京市雨花区宁南丁墙村 11 号 1 幢 1 号

110 江苏 南京 圆心宇宏药房（南京长乐路店） 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 74 号

111 江苏 南京 圆心放心人药房（南京科宁路店）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科宁路164号谭桥商业中心一组团08幢 106室、

166 号 08 幢 105 室西

112 江苏 南京 圆心诚诚药房（南京万安西路店）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万安西路 168 号世纪东山花园 68 幢 101 室 1

楼

113 江苏 南京 南京静和药业 南京市鼓楼区钟阜路 5号 101 室

114 江苏 南京 聚医堂中医诊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中圣南街一号楼

115 江苏 南京 国药商场-南京-随园大厦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140 号

116 江苏 南京 大药房-南京-夫子庙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308 号

117 江苏 南京 国信大药房-南京-肿瘤医院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68 号

118 江苏 南京 虎踞关大药房-南京-河海大学 南京鼓楼区虎踞关 18 号-7

119 江苏 南京 竹山路大药房-南京-江宁万达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鼓山路 79 号 2 栋 106

120 江苏 南京 上海路大药房-南京-随园大厦 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 68-1 号

121 江苏 南京 湖山路大药房-南京-江宁新院 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湖山路 189 号金东城雅居 17 栋 106

122 江苏 南京 葛关大药房-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葛关路 573 号一层西南起第二间

123 江苏 南京 中山东路大药房-南京-军区总院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522 号 E 栋 1-3 层

124 江苏 南京 新门口大药房-南京-南京二院 南京市鼓楼区新门口 18-2 号

125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百家姓医药 苏州市白塔西路 21 号二楼

126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百家姓医药有限公司第三分店
苏州市城北东路 988 号万宝世纪商务广场 3栋 1 层 107、108、109、

110 号商铺

127 江苏 苏州 苏州瑞麟医药商店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78-13 号

128 江苏 无锡 无锡圆心大药房 无锡市梁溪区五星家园 231-6 号南侧

129 江苏 无锡 无锡圆心大药房（兴源北路店） 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 578 号

130 江苏 无锡 宜兴市金康药店 宜兴市宜城街道通贞观路 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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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江苏 常州 常州圆心大药房 常州天宁区局前街 223-1 号

132 江苏 常州 常州市万民大药房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滆湖中路 65-5

133 江苏 常州 溧阳市圆心大药房 溧阳市溧城镇建设西路金峰新城 77 幢 101 号商铺

134 江苏 南通 南通圆心大药房（南通南大街店） 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 118 号栋 0107 室、0108 室

135 江苏 南通 富贵大药房（南通富贵大药房） 南通市崇川区富贵园 8幢 1 室

136 江苏 南通 南通同济门诊 南通市崇川区学田北苑附 9栋店面一、二层、302 室

137 江苏 扬州 扬州圆心大药房 扬州市邗江区莱福花园 C-2 幢 101、201 室

138 江苏 扬州 圆心大药房（苏北店） 扬州市广陵区汶河南路 1号

139 江苏 镇江 圆心解放路店（圆心镇江店） 镇江市京口区解放路 359-6 号

140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泉山区富丽城 1-011

141 上海 上海 上海圆心大药房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东路 25 号-1

142 上海 上海 圆心顺康大药房 上海市徐汇区医学院路 110 弄 1-4 号

143 安徽 合肥 静和大药房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51 号 1 幢 5 号

144 安徽 合肥 安徽圆心大药房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353 号商办楼西附楼一层门面房

145 安徽 合肥 圆心大药房（裕溪路店）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城东街道裕溪路塘桥村刘岗郢组商铺 1-3

146 安徽 合肥 圆心大药房（望江路店） 合肥市包河区望江路 44 号 29 栋 6、7 号门面

147 安徽 合肥 圆心大药房（绩溪路店）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 223 号金溪路 1幢 1 号门面

148 安徽 合肥 圆心大药房（宿松路店） 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时尚家园 6-7 幢 2-101、201

149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天星第一药店 合肥市/为路 18 号

150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皖健大药房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 218 号

151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皖健大药房二店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 218 号

152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长江中路药店 合肥市长江中路 307 号门面房

153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芙蓉路店 合肥市经开区芙蓉路与翡翠路西瑞格花园商铺 116、216/117、217

154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特药药房 合肥市蜀山区史河路 43 号

155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陶冲湖店 陶冲湖广场 S5 栋商 134-135 号

156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慈光路店 合肥市蜀山区慈光路 118 号

157 安徽 合肥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天星西区药店 合肥市蜀山区环湖东路 99 号金色池塘 2A-5 幢 101/201

158 安徽 阜阳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颍上县便民药店 颍上县慎城镇甘罗路 566 号

159 安徽 蚌埠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蚌埠春和义大药房 蚌埠市滨河御景小区 2号楼 1-2 层 106.107.108

160 安徽 安庆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安庆店 安庆市宜秀区振风大道与独秀大道交叉口置地百悦府 G层 16-17 室

161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文化东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51 号 1 幢 101 商铺

162 山东 济南 济南金益大药房 济南市槐荫区经六路 173 号-1-2

163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解放东路店）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777 号 5 号楼 5-105

164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济兖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619 号

165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王舍人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三院路由南向北路西第三间

166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浆水泉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名士豪庭小区 1区 1 期 2 号配套公建

16-10

167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徐家小区店）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徐家小区南门外商铺西区三号

168 山东 济南 圆心大药房（文化西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77 号金光旺角 1-106

169 山东 济宁 济宁康康药房 济宁高新区天玺小区 1号楼第 0104 号房

170 浙江 杭州 杭州妙手大药房 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 295-1

171 浙江 杭州 杭州爱倍生大药房 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 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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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浙江 杭州 浙江圆心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66-1 号 1 室

173 浙江 杭州 爱倍生共享药房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 9号西子国际中心四楼 401-S3

174 浙江 杭州 爱倍生门诊部 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 9号西子国际中心四楼 401-S1、401-S2 号

175 浙江 湖州 圆心大药房（第三人民医院店） 湖州市吴兴区东郡红树湾 12 栋东南湾路 899

176 浙江 湖州 圆心大药房（长兴人民医院店） 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县前西街 564 号、564 号 201 室

177 浙江 嘉兴 嘉兴爱倍生大药房（爱倍生嘉兴第一医院店） 南湖区百汇大厦 105 室

178 浙江 宁波 宁波爱倍生大药房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92-1

179 浙江 宁波 宁波圆心大药房（宁波北仑店）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宝山路 79 号（凤凰国际商务广场）2幢 79 号

180 浙江 宁波 宁波普利大药房(宁波第一医院旁） 宁波市海曙区县学街 70-1 号 1-62 室

181 浙江 金华 金华爱倍生大药房 金华市婺城区北山路 33 号 1 幢

182 浙江 台州 台州爱倍生大药房 台州市椒江区华中大厦 107 号

183 浙江 温州 温州爱倍生谢池大药房 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巷 8号

184 浙江 温州 爱倍生大药房（温州新附一店）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桥头河锦园 11 幢 101、102 号

185 福建 福州 福州宏利药店 福州市鼓楼区观风亭街 23号观风亭新苑 2#-4#群楼一层商场 A9店面

186 福建 厦门 厦门圆心大药房（厦门中山医院店） 厦门市湖滨中路 95-99 号 105 室

187 福建 厦门 颐安大药房(厦门镇海路店） 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87 号一层

188 宁夏 银川 圆心大药房（医科大学医院店） 银川市兴庆区水木清苑 15 号楼 8 号营业房

189 宁夏 银川 银川市百瑞诊所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水木清苑 15 号楼 8 号营业房二楼

190 宁夏 银川 圆心大药房（利群西街店） 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51 号

191 陕西 西安 圆心大药房（西京医院店）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 62 号圣荣广场 1楼商铺

192 陕西 西安 德善堂大药房（唐都医院店） 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席王新村 15 号一层

193 陕西 西安 嘉禾堂大药房 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西路 158 号双鱼花园广场一层自西向东第 2间

194 陕西 西安 陕西圆心社区店 西安市碑林区太液坊城东小筑一楼由北向南第二间

195 甘肃 兰州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滨河中路 215 号第 1 层 002 室

196 甘肃 兰州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兰大一院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4-52 号 01 室

197 天津 天津 天津圆心新特大药房（血研所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南京路西段南侧瑞竹大厦一层 110-B

198 天津 天津 天津圆心大药房（一中心店） 天津市南开区航天道 58 号第二号商铺

199 河北 石家庄 河北德泉大药房（省二院店） 石家庄市新华区九中街 8号-3 号商业楼

200 北京 北京 北京祥安堂大药房（磁器口店） 北京市东城区磁器口大街 134 号一层-1

201 北京 北京 北京圆心妙手大药房（301 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35 号楼 1 层南数第 2间

202 北京 北京 北京圆心新特大药房（协和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18 号-2 号一层

203 黑龙江 哈尔滨 圆心大药房（哈尔滨肿瘤医院北门旁）
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与征仪路交汇处大众新城小区三期 GB 栋 1-2

层 4 号商户

204 辽宁 沈阳 麦若可大药房 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 169-4 号 1-2 门

205 辽宁 沈阳 麦若可药房（大东路店）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 111-3 号

206 辽宁 沈阳 麦若可药房（和平店）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224 号 331-332

207 山西 太原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太原解放店 太原市解放路 89 号

208 山西 晋城 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建设北路 1568 号

209 山西 长治 长治市潞仁万民药房有限公司 长治延安路 199 号

210 山西 大同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同新建分店 大同市魏都大道 152 号新健康医院旁儿童公园东门对面

211 山西 吕梁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孝义新义店 孝义市大众路城希之光 A8 商铺

212 山西 忻州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忻州人民医院店 忻州市健康路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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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山西 晋中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晋中近城店 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近城村 1-83-1

214 山西 晋中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晋中分公司 晋中市榆次区顺城西街泽盛苑小区 105 号

四、特药服务说明

特药服务包括针对约定的特药目录提供药品直赔、药费报销服务。

服务说明：

恶性肿瘤特种药品服务保障包括社保目录外药品（释义 7）及社保目录内药品（释义 8）两种，费用补

偿的计算方法为：

 恶性肿瘤社保目录外药品保障费用=（发生的社保目录外恶性肿瘤药品费用-从其他途径已获得的

社保目录外恶性肿瘤药品费用补偿）X100%

 恶性肿瘤社保目录内药品保障费用=（发生的社保目录外恶性肿瘤药品费用-从其他途径已获得的

社保目录外恶性肿瘤药品费用补偿）X赔偿比例

赔偿条件 赔偿比例

如申请人已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释义

9）、公费医疗（释义 10）获得药品费用补

偿

100%

如申请人未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获得药品费用补偿

60%

满足条件的药品保障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时间在保险期间内且在等待期后；

2、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药品处方（释义 11）中所列明的药品属于指定的药品清单中的药品；

3、每次处方仅限治疗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

4、每次处方剂量不超过 1个月；

5、处方须由三级公立医院专科医生开具，药品与药监局列明适用症用法用量相符

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药品费用，我们不承担治疗恶性肿瘤的特种药品用药保障。

注意事项：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申请人发生恶性肿瘤药品费用的，我们不承担特药服务保障责任；

（一）申请人在本合同生效前所患既往症（见释义 12）、恶性肿瘤或已经出现的症状、体征；

（二）仅有临床不适症状，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均不是明确疾病（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引起的治疗费用；

（三）不符合国家《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治疗，未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的药品或药物；

（四）药品处方的开具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该药品说明书中所列明的适应症用法用量

不符；

（五）未在医院或保险人指定的药店购买的药品。

（六）相关医学材料不能证明药品对被保险人所罹患的恶性肿瘤有效；

（七）患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见释义 13）、遗传性疾病（见释义 14）；

（八）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见释义 15）（因输血导致的除外）的治疗费、性病的治疗费；成

瘾性物质的门诊戒断治疗费；

（十）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化学污染、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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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药物过敏、食物中毒导致的伤害或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十二）对申请人因检查、麻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而导致的医疗意外或医疗事故所产生的药品费

用；

（十三）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

（十四）在中国大陆境外（见释义 16）的国家或地区接受治疗。

五、特药服务概况

1、使用特药服务的条件

1.1 申请人要求：

a. 年龄满足 30 天-65 周岁（释义 17）范围

b. 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癌症，等待期 90 天

c. 确诊医院为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1.2 处方要求：

a. 处方须由三级公立医院专科医生开具，药品与药监局列明适用症用法用量相符

b. 未产生耐药情况

c. 每次的处方计量不超过 1个月

2、特药服务使用有效期限

本服务有效期限为 1年

若申请人在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我们承担特药服务有效期内的特药服务保障。但特药服

务有效期内恶性肿瘤治疗仍未结束的，我们对于申请人符合特药服务保范围障内的用药申请继续承担

特药服务责任，并以初次领药之日起 1年为限。

关于本服务的续期问题，本服务续期问题须由合作方与我们协商确认。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我们

不再接收服务续期：

a. 我们与合作方的合作终止；

b. 申请人发生过本服务约定的恶性肿瘤特种药品直付、药费报销；

c. 因申请人欺诈等不符合续期条件的情形。

3、涵盖的特药服务内容

本特药服务包括特药直赔、特药快赔服务，具体适用情况如下。

3.1 特药直付服务

申请人符合特药申请要求，特药由圆心惠保在其指定的药店直接为您提供药房直付，无须申请人先垫

付资金购买后再申请费用报销。

药品直付服务说明：

申请人确诊癌症后，提交用药申请材料给到我们。经我们审核申请人资质及处方符合要求后，我们为

用户提供特药到店自取或送药上门服务，用户凭借身份证明材料即可领取药品。

3.2 特药快赔服务

申请人符合特药申请要求，在认可的医院内自主购药，可凭借购药发票及相关材料申请购药报销。

特药快赔服务说明：

申请人确诊癌症在认可的医院内自主购药后，提交用药申请材料给到我们。经我们审核申请人资质及

处方符合要求后，我们为申请人报销对应的药品费用。

4、申请特药服务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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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病历资料、医学诊断书、基因检测、特药处方、病理检查报告、化验检查

报告、费用明细单据、发票、银行账户、身份证明等材料。

注：特药处方需为三级医院出具

5、特药服务承诺

（1）审核时效

提交资料完整齐全的情况， 处方审核 1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我们会对您的健康状况及处方等信息进行核实，若不符合实际情况，可能影响您的审核结果。

（2）药品配送时效

配送时效：2-5 个工作日内送达；

（3）特药快赔时效

资料齐全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购药款。

六、特药服务流程

1、服务流程概述

申请人拨打热线报案—提交申请材料—立案审核—处方审核-客户获取药品/药品赔付

2、申请步骤简介

2.1. 申请服务，并提交申请材料

2.2. 咨询医师通知审核结果，并通知您准备处方审核材料

2.3. 处方审核通过后，咨询医师与您确认药品赔付/药费报销事宜

2.4. 药品签收/药费到账

七、其他注意事项

1、服务注意事项

1.1 特药保障服务仅限申请人本人使用，不可转让给他人。

1.2 申请人委托他人代理申请本服务的，应当提供受托人身份证明、委托授权书。

1.3 如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服务申请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代其申请，并提供未成

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明和合法监护权证明。

2、服务声明

2.1 到店自提或送药上门过程中因您自身原因导致的药品损坏，视为药品已送达，若由此产生额外的

费用则由您本人承担。

2.2 由于您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能反映当前情况的各自资料，而导致本服务发

生缺失偏差或延误，相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2.3 本公司尊重并保护您的隐私权，未经您许可本公司不会将任何与您相关的信息泄露给无关的第三

方。

八、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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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但不包括单独作为诊所、

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等或相类似的医疗机构。同时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

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 24 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2、专科医生：指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的医生：

（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书》；

（4）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3、初次确诊：指自申请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而不是指自本合同生效、复效

之后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

4、恶性肿瘤：本合同所指的恶性肿瘤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

扩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

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的恶性肿瘤范畴。

（2）属于原发性恶性肿瘤。原发于其他器官组织而浸润、转移的恶性肿瘤不在保障范围内，初次确诊

之外的恶性肿瘤不在保障范围内。

5、必要合理：指医疗费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治疗意外伤害或者疾病所必需的项目；

（2）不超过安全、足量治疗原则的项目；

（3）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4）非试验性的、非研究性的项目；

（5）与接受治疗当地普遍接受的医疗专业实践标准一致的项目。

6、特种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并已在中国上市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药品的适

应症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药品说明书为准。

7、社保目录外药品：指未纳入各省区市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以药品处方开具时的有效

版本为准。

8、社保目录内药品：指纳入各省区市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以药品处方开具时的有效版

本为准。

9、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各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和各省区市城镇职工地方附加医疗保险办

法规定的医疗保险，包括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政府举办的基本

医疗保障项目以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中各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是指各省区市人民政

府令发布的为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制定的管理办法。

10、公费医疗：是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而实行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通过医疗卫生

部门向享受人员提供制度规定范围内的免费医疗预防。

11、处方：指由注册的执业医师和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审核、调配、核对，并作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

12、既往症：指在本服务生效之前申请人已患的疾病或者已有的症状。

13、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申请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先天性畸

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14、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引起的疾病，

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15、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病指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在人体血液或其他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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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或其抗体呈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

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16、中国大陆境外：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地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

17、周岁：指按照居民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

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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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100 种重大疾病服务范围

当客户确诊或疑似患有以下 100 种重大疾病情形时，可申请重疾专家面诊、重疾住院协助、

重疾手术协助、重疾二次诊疗、重疾心理抚慰等重疾就医服务。

1.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被确诊为糖尿病，并且出现以下任意一项并发症：

（1）糖尿病导致肢体坏疽，并实施了脚趾切除手术；

（2）糖尿病导致糖尿病肾病，出现持续 180 天以上的血肌酐值大于 178μmol/L 或肌酐清除率小于

25ml/min 或肾小球滤过率（GFR）< 25ml/min。

2.非危及生命的（极早期的）恶性病变

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被明确诊断为下列恶性病变，并且接受了相应的治疗。

（1）原位癌；

（2）相当于 Binet 分期方案 A 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相当于 Ann Arbor 分期方案 I 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4）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

（5）TNM 分期为 T1N0M0 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3.冠状动脉介入手术（非开胸手术）

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是指为了治疗明显的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首次实际实施了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成形

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或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

4.轻微脑中风

实际发生了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出现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表现，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I）等

影像学检查证实存在对应病灶，确诊为脑出血、脑栓塞或脑梗塞，在确诊 180 天后遗留神经系统功能

障碍。后遗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仍遗留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

（1）一侧肢体（上肢和下肢）肌力 2级或 2 级以下；

（2）自主生活能力部分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指食物

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中的两项或两项以上。

5.心脏瓣膜介入手术（非开胸手术）

为了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接受了非开胸的经胸壁打孔内镜手术或经皮经导管介入手术进行的心脏

瓣膜置换或修复手术。

6.脑垂体瘤、脑囊肿、脑动脉瘤、脑血管瘤

经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I）或其他影像学检查被确诊为下列病变，并实际接受了手术或

放射治疗。

（1）脑垂体瘤；

（2）脑囊肿；

（3）脑动脉瘤、脑血管瘤。

7.重症头部外伤

指因头部遭受机械性外力伤害，引起脑重要部位损伤，并且由头颅 X线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

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头部外伤导致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符合

以下条件之一：

（1）接受了全麻下颅骨切开颅内血肿清除术（颅骨钻孔术除外）；

（2）在外伤 180 天后仍然遗留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肌力 II 级或 II 级以下的运动功能障碍。

8.特定面积Ⅲ度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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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烧伤程度为Ⅲ度，且Ⅲ度烧伤面积为全身体表面积的 10％或 10%以上。体表面积根据《中国新九分

法》计算。

9.主动脉介入手术

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经皮经导管进行的动脉内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但不

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

10.视力严重受损

是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双眼视力丧失，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三周岁以上

（2）双眼中较好眼矫正视力低于 0.1（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如果使用其他视力表应进行换算）；

（3）双眼中较好眼视野半径小于 20 度。

11.听力严重受损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一耳听力丧失，在 500 赫兹、1000 赫兹和 2000 赫兹语音频率下，平均听阈大

于 90 分贝，且经纯音听力测试、声导抗检测或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等证实。

12.单肢缺失

因疾病或意外导致单肢已断离并且不可接回，但断肢必须是在膝部或肘部以上。

13.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植入

因严重心律失常而于心腔内进行植入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的手术，此严重心律失常并不能以其

他方法治疗。

14.轻度颅脑手术

已实施全麻下的颅骨钻孔手术或经鼻蝶窦入颅手术。

15.颈动脉血管内膜切除术

指颈动脉狭窄超过 80%且实际实施了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颈动脉狭窄程度必须经颈动脉造影证实。

16.颈动脉狭窄介入治疗

指对一条或以上的颈动脉狭窄的治疗，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经由血管造影术证明一条或以上的颈动脉存在 50%或以上狭窄；

（2）确实已针对以上狭窄血管进行介入治疗以减轻症状，介入治疗包括血管成形术及/或植入支架或

颈动脉粥样斑块清除手术。

17.心包膜切除术

指为治疗心包膜疾病，已经实施了心包膜切除术。

18.腔静脉过滤器植入术

指为治疗反复肺栓塞发作，抗凝血疗法无效，已经实施了腔静脉过滤器植入术。

19.肾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手术

因肾动脉狭窄而实际接受了肾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肾动脉分支血管的支架植入除外。

20.植入大脑内分流器

为缓解已升高的脑脊液压力而确实已在脑室进行分流器植入手术。

21.恶性肿瘤

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

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的恶性肿瘤范畴。

下列非危及生命的（极早期的）恶性病变也在服务范围内：

（1）原位癌；

（2）相当于 Binet 分期方案 A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相当于 Ann Arbor 分期方案 I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4）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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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NM 分期为 T1N0M0 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6）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所患恶性肿瘤。

22.急性心肌梗塞

指因冠状动脉阻塞导致的相应区域供血不足造成部分心肌坏死。须满足下列至少三项条件：

（1）典型临床表现，例如急性胸痛等；

（2）新近的心电图改变提示急性心肌梗塞；

（3）心肌酶或肌钙蛋白有诊断意义的升高，或呈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动态性变化；

（4）发病 90 天后，经检查证实左心室功能降低，如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 50%。

23.脑中风后遗症

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引起脑血管出血、栓塞或梗塞，并导致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的功能

障碍，指疾病确诊 30 天后，仍遗留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

（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肢体机能完全丧失：指肢体的三大关节中的两大关节僵硬，

或不能随意识活动。肢体是指包括肩关节的整个上肢或包括髋关节的整个下肢。）；

（2）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完全丧失，指

无法发出四种语音（包括口唇音、齿舌音、口盖音和喉头音）中的任何三种、或声带全部切除，或因

大脑语言中枢受伤害而患失语症。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指因牙齿以外的原因导致器质障碍或机能

障碍，以致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

（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2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指因相应器官功能衰竭，已经实施了肾脏、肝脏、心脏或肺脏的异体移植手术。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指因造血功能损害或造血系统恶性肿瘤，已经实施了造血干细胞（包括骨髓造血

干细胞、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和脐血造血干细胞）的异体移植手术。

25.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指为治疗严重的冠心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冠状动脉血管旁路移植的手术。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心导管球囊扩张术、激光射频技术及其他非开胸的介入手术、腔镜手术不在服

务范围内。

26.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指双肾功能慢性不可逆性衰竭，达到尿毒症期，经诊断后已经进行了至少 90 天的规律性透析治疗或实

施了肾脏移植手术。

27.多个肢体缺失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两个或两个以上肢体自腕关节或踝关节近端（靠近躯干端）以上完全性断离。

28.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指因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肝脏组织弥漫性坏死，导致急性肝功能衰竭，且经血清学或病毒学检查证实，

并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重度黄疸或黄疸迅速加重；

（2）肝性脑病；

（3）B超或其他影像学检查显示肝脏体积急速萎缩；

（4）肝功能指标进行性恶化。

29.良性脑肿瘤

指脑的良性肿瘤，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视神经乳头水肿、精神症状、癫痫及运动感觉障

碍等，并危及生命。

30.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指因慢性肝脏疾病导致肝功能衰竭。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持续性黄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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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腹水；

（3）肝性脑病；

（4）充血性脾肿大伴脾功能亢进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31.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指因患脑炎或脑膜炎导致的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指疾病确诊 30 天后，仍遗留

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

（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

（2）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

（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32.深度昏迷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意识丧失，对外界刺激和体内需求均无反应，昏迷程度按照格拉斯哥昏迷分

级（Glasgow coma scale）结果为 5分或 5 分以下，且已经持续使用呼吸机及其他生命维持系统 96 小

时以上。

33.双耳失聪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双耳听力丧失，在 500 赫兹、1000 赫兹和 2000 赫兹语音频率下，平均听阈大

于 90 分贝，且经纯音听力测试、声导抗检测或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等证实。

34.双目失明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双眼视力丧失，双眼中较好眼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眼球缺失或摘除；

（2）矫正视力低于 0.02（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如果使用其他视力表应进行换算）；

（3）视野半径小于 5度。

35.瘫痪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两肢或两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肢体机能完全丧失，指疾病确诊 30 天后

或意外伤害发生 30 天后，每肢三大关节中的两大关节仍然完全僵硬，或不能随意识活动。

36.心脏瓣膜手术

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的手术。

37.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指因大脑进行性、不可逆性改变导致智能严重衰退或丧失，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认知能力障碍、行为异

常和社交能力减退，其日常生活必须持续受到他人监护。且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

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38.严重脑损伤

指因头部遭受机械性外力，引起脑重要部位损伤，导致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

指脑损伤 30 天后，仍遗留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

（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

（2）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

（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39.严重帕金森病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震颤麻痹、共济失调等。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药物治疗无法控制病情；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40.严重Ⅲ度烧伤

指烧伤程度为Ⅲ度，且Ⅲ度烧伤的面积达到全身体表面积的 20％或 20％以上。体表面积根据《中国新

九分法》计算。

41.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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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明原因的肺动脉压力持续性增高，进行性发展而导致的慢性疾病，已经造成体力活动能力受限，

达到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状态分级 IV 级，且静息状态下肺动脉平均压超过 30mmHg。

42.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是一组中枢神经系统运动神经元的进行性变性疾病，包括进行性脊肌萎缩症、进行性延髓麻痹症、原

发性侧索硬化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须满足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

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的条件。

43.语言能力丧失

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完全丧失语言能力，经过积极治疗至少 12 个月（声带完全切除不受此时间限

制），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

4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指因骨髓造血功能慢性持续性衰竭导致的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骨髓穿刺检查或骨髓活检结果支持诊断；

（2）外周血象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①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5×109/L；

② 网织红细胞＜1%；

③ 血小板绝对值≤20×109/L。

45.主动脉手术

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主动

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动脉内血管成形术不在服务范围

内。

46.严重多发性硬化

多发性硬化为中枢神经系统白质多灶性脱髓鞘病变，病变有时累及灰质。多发性硬化须由核磁共振

（MRI）等影像学检查证实，经三级医院神经科专科医生明确诊断，并且已经造成严重神经系统功能损

害。严重神经系统功能损害指无法独立完成下列基本日常生活活动：

（1）移动：自己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

（2）进食：自己从已准备好的碗或碟中取食物放入口中。

47.因职业关系导致的 HIV 感染

在其常规职业工作过程中遭遇外伤，或者职业需要处理血液或者其他体液时感染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必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感染必须是在正在从事其职业工作中发生，该职业必须属于以下列表内的职业：

医生和牙科医生 护士

实验室工作人员 医院护

医生助理和牙医助理 救护车工作人员

助产士 消防队员

警察 狱警

（2）必须提供在所报事故发生前至发生后的 5天以内进行的检查报告，该报告必须显示血液 HIV 病毒

阴性和/或 HIV 抗体阴性；

（3）必须在事故发生后的 6个月内证实体内存在 HIV 病毒或者 HIV 抗体，即血液 HIV 病毒阳性和/或

HIV 抗体阳性。

48.特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指自身免疫性肾上腺炎（既往称：特发性肾上腺皮质萎缩）导致肾上腺萎缩和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

退。必须满足所有以下条件：

（1）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测定大于 100p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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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结果显示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49.严重冠心病

指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确诊的三支主要血管（左冠状动脉主干和右冠状动脉，或前降支、左旋

支和右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性病变（至少一支血管管腔直径减少 75%以上和其他两支血管管腔直径减少

60%以上）。

50.脊髓灰质炎

指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所致的瘫痪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运动功能损害或呼吸无力。或造成的神经

系统功能损害导致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肢体机能完全丧失，指疾病确诊 30 天后，每肢

三大关节中的两大关节仍然完全僵硬，或不能随意识活动。

51.全身性（型）重症肌无力

指一种神经与肌肉接头部位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特征是局部或全身横纹肌于活动时易于

疲劳无力，颅神经眼外肌最易累及，也可涉及呼吸肌、下肢近端肌群乃至全身肌肉。

52.严重原发性心肌病

指因原发性心肌病导致心室功能损害造成的心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程度达到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

功能状态分级 IV 级。

53.严重克罗恩病（Crohn’s 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慢性肉芽肿性肠炎，具有特征性的克罗恩病病理组织学变化。所患的克罗恩病必须已

经造成瘘管形成并伴有肠梗阻或肠穿孔。

54.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是指伴有致命性电解质紊乱的急性暴发性溃疡性结肠炎，病变累及全结肠，表现为严重的血便和系统

性症状体征。

55.植物人状态

植物人状态是指由于严重颅脑外伤造成大脑和/或脑干严重损害导致完全对自身和环境的意识丧失和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丧失，仅残存植物神经功能的疾病状态。

56.严重 1 型糖尿病

指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引起的慢性血糖升高，须经血胰岛素测定、血 C肽测定或尿 C肽测定，结

果异常，且已经接受下列治疗：因严重心律失常已经植入了心脏起搏器，或因坏疽需切除至少一个脚

趾。

57.系统性红斑狼疮 －（并发）III 型或以上狼疮性肾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累及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是生成自身抗体对抗多种

自身抗原。多见于育龄妇女。

本合同所指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仅限于累及肾脏（经肾脏活检确认的，符合 WHO 诊断标准定义 III 型或

III 型以上狼疮性肾炎）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世界卫生组织（WHO）狼疮性肾炎分型：

I型微小病变型

II 型 系膜病变型

III 型 局灶及节段增生型

IV 型 弥漫增生型

V型膜型

VI 型 肾小球硬化型

58.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指因阿尔茨海默病以外的脑的器质性疾病造成脑功能衰竭导致的严重痴呆，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认知能

力障碍、行为异常和社交能力减退。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

的三项或三项以上，日常生活必须持续受到他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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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指广泛分布的慢性进行性多关节病变，表现为关节严重变形，侵犯至少三个主要关节（腕关节、肘关

节、肩关节、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或关节组（如手的多个指间、掌指关节，足的多个足趾、跖

趾关节等），已达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功能活动分级（注）IV 级的关节功能障碍。

注：类风湿性关节炎功能活动分级：

Ⅰ级：关节功能完整，一般活动无障碍。

Ⅱ级：有关节不适或障碍，但尚能完成一半活动。

Ⅲ级：功能活动明显受限，但大部分生活可自理。

Ⅳ级：生活不能自理或卧床。

60.特定年龄严重哮喘

指一种反复发作的严重支气管阻塞性疾病，且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标准：

（1）过去两年中曾因哮喘持续状态住院治疗；

（2）因慢性过度换气导致胸廓畸形；

（3）在家中需要医生处方的氧气治疗法；

（4）持续日常服用口服类固醇激素治疗持续至少六个月。

61.肾髓质囊性病

肾髓质囊性病的诊断须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1）肾髓质有囊肿、肾小管萎缩及间质纤维化等病理改变；

（2）肾功能衰竭；

（3）肾组织活检确定。

62.重症急性坏死性筋膜炎

是一种由细菌侵入皮下组织和筋膜引起的急性坏死性软组织感染，可伴有毒血症、败血症、中毒性休

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及多器官衰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细菌培养和临床表现符合坏死性筋膜炎诊断标准；

（2）病情迅速恶化，有脓毒血症表现；

（3）受感染肢体被截肢（自腕关节或踝关节近端）。

63.严重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慢性肺部疾病导致的慢性呼吸功能衰竭，并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肺功能测试其 FEV1 持续低于 0.75 升；

（2）病人缺氧必须广泛而持续地进行输氧治疗；

（3）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压低于 55mmHg。

64.胰腺移植

指因胰腺功能衰竭，已经实施了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胰腺的异体器官移植手术。

单纯胰岛移植、部分胰腺组织或细胞的移植不在服务范围内。

65.埃博拉病毒感染

指受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出血性发热。该病必须从症状开始后 30 天后持续出现并发症。

66.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

指为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实际实施了开腹进行的坏死组织清除术、病灶切除术或胰腺部分切除术。

67.系统性硬皮病

指一种以局限性或弥漫性皮肤增厚和皮肤、血管、内脏器官异常纤维化为特征的结缔组织病。须满足

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肺脏：肺部病变进而发展为肺间质纤维化和肺动脉高压；

（2）心脏：心功能受损达到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状态分级 IV 级；

（3）肾脏：肾脏受损导致双肾功能慢性不可逆衰竭，达到尿毒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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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指一种胆汁淤积综合征，其特征是肝内、肝外胆道因纤维化性炎症逐渐狭窄，并最终导致完全阻塞而

发展为肝硬化。本病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同时升高，血清 ALP>200U/L；

（2）持续性黄疸病史；

（3）出现胆汁性肝硬化或门脉高压。

69.经输血导致的 HIV 感染

指感染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并且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因输血而感染 HIV；

（2）受感染者不是血友病患者。

70.疯牛病

一种由动物传染而来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大脑呈海绵状改变伴神经元缺失和胶质化。临床表

现为进行性痴呆、不随意运动及抽搐、行动困难等等。

71.慢性复发性胰腺炎

指有腹痛等典型症状的胰腺炎反复发作，导致胰腺进行性破坏，并导致胰腺功能紊乱而导致严重糖尿

病以及营养不良、恶液质。断层扫描（CT）证实胰腺存在广泛钙化，且须接受酶替代以及胰岛素替代

治疗。

72.丝虫病所致象皮肿

指因丝虫感染导致淋巴阻塞性出现严重淋巴水肿，达到国际淋巴学会淋巴水肿分期第 III 期，临床表

现为肢体象皮肿，患肢较健肢增粗 30%以上，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73.肺源性心脏病

指由于各种胸肺及支气管病变而继发的肺动脉高压，最后导致以右室肥大为特征的心脏病。须同时满

足如下诊断标准：

（1）左心房压力增高（不低于 20 个单位）；

（2）肺血管阻力高于正常值 3个单位（Pulmonary Resistance）；

（3）肺动脉血压不低于 40 毫米汞柱；

（4）肺动脉楔压不低于 6毫米汞柱；

（5）右心室心脏舒张期末压力不低于 8毫米汞柱；

（6）右心室过度肥大、扩张，出现右心衰竭和呼吸困难。

74.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指一组原发于肌肉的遗传性疾病，临床表现为与神经系统无关的肌肉无力和肌肉萎缩。须满足下列全

部条件：

（1）肌肉组织活检结果满足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75.严重川崎病

为一种病因不明的系统性血管炎。指川崎病并发动脉瘤或其他心血管异常的情况。

76.肝豆状核变性

指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铜代谢缺陷病，以不同程度的肝细胞损害、脑退行性病变和角膜边缘有铜

盐沉着环为其临床特征，并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典型症状；

（2）角膜色素环（K-F 环）；

（3）血清铜和血清铜蓝蛋白降低，尿铜增加；

（4）经皮做肝脏活检来定量分析肝脏铜的含量。

77.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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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肝炎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肝脏的坏死性炎性疾病，机体免疫机制被破坏，产生针对肝脏

自身抗原的抗体导致自身免疫反应，从而破坏肝细胞造成肝脏炎症坏死，进而发展为肝硬化。必须满

足所有以下条件：

（1）高γ球蛋白血症；

（2）血液中存在高水平的自身免疫抗体，如 ANA（抗核抗体）、SMA（抗平滑肌抗体）、抗 LKM1 抗体

或抗-SLA/LP 抗体；

（3）肝脏活检证实免疫性肝炎；

（4）临床已经出现腹水、食道静脉曲张和脾肿大等肝硬化表现。

78.严重心肌炎

心肌的严重感染而导致心功能损害。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左室腔扩大至少达到正常值上限的 120%，且

左室射血分数持续性低于 40%。

79.严重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幼年型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儿童期发病的慢性关节炎，其特点为在高热和系统性病征出现数月后发生

关节炎。严重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指膝关节或髋关节出现严重关节炎，且医生建议进行关节置换

手术治疗。

80.失去一肢及一眼

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单眼视力丧失及任何一肢自腕关节或踝关节近端（靠近躯干端）以上完全性断

离。

单眼视力丧失指单眼视力丧失，患眼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眼球缺失或摘除；

（2）矫正视力低于 0.02（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如果使用其它视力表应进行换算）；

（3）视野半径小于 5度。

81.肺淋巴管肌瘤病

肺淋巴管肌瘤病是一种弥漫性肺部疾病，主要病理改变为肺间质、支气管、血管和淋巴管内出现未成

熟的平滑肌异常增生，同时需满足下列条件：

（1）CT 显示双肺弥漫性囊性改变；

（2）血气提示低氧血症。

82.需手术切除的嗜铬细胞瘤

是指肾上腺或嗜铬外组织出现神经内分泌肿瘤，并分泌过多的儿茶酚胺类，需要进行手术以切除肿瘤。
83.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

指因感染性病原体造成心脏内膜发炎，并引起中度心瓣膜闭锁不全（指返流分数 20%或以上）或中度心

瓣膜狭窄（指心瓣膜开口范围小于或等于正常的 30%）；

84.特定年龄严重肠道疾病并发症

严重肠道疾病或外伤导致小肠损害并发症，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至少切除了三分之二小肠；

（2）完全肠外营养支持 3个月以上。

85.Ⅲ度房室传导阻滞

指心房激动在房室交界区、房室束及其分支内发生阻滞，不能正常地传到心室的心脏传导性疾病，须

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心电图显示房室搏动彼此独立，心室率<50 次/分钟；

（2）出现阿-斯综合征或心力衰竭的表现；

（3）必须持续性依赖心脏起搏器维持心脏正常功能，且已经放置心脏起搏器。

86.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坏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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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包围肢体或躯干的浅筋膜和/或深筋膜受到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病情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必须立

刻进行手术及清创术。

87.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克隆性造血干细胞异常所致的慢性骨髓增生性疾病，表现为进

行性贫血、脾肿大等症状。

88.肺泡蛋白质沉积症

指肺泡和细支气管腔内充满不可溶性富磷脂蛋白的疾病，胸部 X线呈双肺弥漫性肺部磨玻璃影，病理

学检查肺泡内充满有过碘酸雪夫（PAS）染色阳性的蛋白样物质，并且接受了肺灌洗治疗。

89.疾病或外伤所致智力障碍

因严重头部创伤或疾病造成患者智力中度及以上低常（智力低于常态）。根据智商（IQ），智力低常

分为轻度（IQ50-70）；中度（IQ35-50）；重度（IQ20-35）和极重度（IQ<20），智力低常程度须达

到中度及以上，即 IQ≤50。须满足造成智力低常（智力低于常态）的严重头部创伤或疾病发生在患者

６周岁以后的条件。

90.重症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一组骨髓克隆增生异常的疾病，表现为无效造血、难治性

血细胞减少，有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风险。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FAB 分类为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RAEB）；

（2）根据“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修订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R）”积分〉3.5，属于中危及以上组。

91.严重慢性缩窄型心包炎

由于慢性心包炎症导致心包脏层和壁层广泛瘢痕粘连、增厚和钙化，心包腔闭塞，形成一个纤维瘢痕

外壳，使心脏和大血管根部受压，妨碍心脏的舒张。需满足条件：达到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状

态分级 IV 级。

92.意外烧伤面部整形手术

指因面部皮肤 III 度烧伤，造成面容毁损，在全身麻醉情況下实际接受了由整形外科专科医生进行的

面部整形手术。

93.胆道重建术

因疾病或胆道损伤导致实际接受涉及胆总管小肠吻合术的胆道重建手术。因胆道闭锁等先天性疾病而

导致进行的胆道手术并不在本服务范围內。

94.多处臂丛神经根性撕脱

由于疾病或意外导致至少两根臂丛神经根性撕脱，所造成的手臂感觉功能与运动功能完全丧失。

95.结核性脊髓炎

因结核杆菌引起的脊髓炎，导致神经系统功能中度障碍，即：疾病首次确诊 30 天后，仍遗留下列一种

或一种以上障碍：（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肌力Ⅲ级或Ⅲ级以下的运动功能障碍；（2）自主生活能

力部分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二项或二项以上。

96.破伤风

指破伤风梭菌经由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在缺氧环境下生长繁殖，产生毒素而引起肌痉挛的一种

特异性感染。

97.出血性登革热

严重登革热（出血性登革热），出现全部四种症状，包括发高烧、出血现象、肝肿大和循环衰竭（登

革热休克综合症即符合 WHO 登革热第 III 级及第 IV 级）。

98.脊柱裂

指脊椎或颅骨不完全闭合，导致脊髓脊膜突出，脑（脊）膜突出或脑膨出，合并大小便失禁，部分或

完全性下肢瘫痪或畸形等神经学上的异常，但不包括由X线摄片发现的没有合并脊椎脊膜突出或脑（脊）

膜突出的隐形脊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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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严重气性坏疽

指由梭状芽胞杆菌所致的肌坏死或肌炎，且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1）符合气性坏疽的一般临床表现；

（2）细菌培养检出致病菌；

（3）出现广泛性肌肉及组织坏死，并确实实施了坏死组织和筋膜以及肌肉的切除手术。

100.狂犬病

指狂犬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人多因被病兽咬伤而感染。临床表现为特有的恐水、怕风、咽肌痉挛、

进行性瘫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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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适用激活“医仁心 D”服务的保险产品名录

《招商仁和爱倍护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爱倍至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仁我行两全保险》

《招商仁和仁康保两全保险》

《招商仁和爱康保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仁心惠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和悦人生终身寿险》

《招商仁和招盈双玺年金保险（分红型）》

《招商仁和招盈鑫玺年金保险（分红型）》

《招商仁和招盈金生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玺盈未来年金保险（分红型）》

《招商仁和童鑫闪耀教育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金玺年年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招盈年年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玺悦年年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和享颐生养老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仁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和家盛世终身寿险 A款》

《招商仁和招享人生年金保险 （2018）》

《招商仁和招财鑫年金保险 A款》

《招商仁和招享未来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招惠两全保险（分红型）》

《招商仁和和你童行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招睿惠享年金保险》

《招商仁和招享未来（尊享版）年金保险（分红型）》

《招商仁和招悦鑫年金产品》

《招商仁和爱守护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和顺一生团体终身寿险》

《招商仁和爱守护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和顺未来团体定期寿险》

《招商仁和仁爱团体老年综合医疗保险》

《安康全球团体医疗保险 A款》

《安康全球团体医疗保险 B款》

《招商仁和安康团体重大疾病保险》

《招商仁和仁爱团体补充医疗保险》

《招商仁和仁爱团体女性生育医疗保险》

《招商仁和仁瑞团体综合医疗保险》

《招商仁和深圳专属长期团体医疗保险》

《招商仁和深圳专属团体医疗保险》

《招商仁和和美人生定期寿险》

《招商仁和和美未来定期寿险》

《招商仁和仁管家年金保险（万能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