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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多产品增值服务手册 

 

一．服务说明 

感谢您选择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我们”）的关爱多保险产品计

划。若您同时购买了《关爱多两全保险》和《附加关爱多长期重大疾病保险》的组合（以下简称“保险合

同”），根据您目前在我司享有该保险产品的情况，我司特别向本保险合同上所登载的被保险人本人（以

下简称“您”）提供一份尊贵的健康增值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 

本服务由我司合作的国内健康服务供应商（以下简称“服务商”）为您协调提供，服务商协调国内知

名医疗机构为您倾情提供专业、便捷的健康服务。 

 

二．重要释义 

2.1. 增值服务有效期：以下简称“服务有效期”，即您所持有的保险合同持续有效期间，其生效、中止、复

效、终止、满期与保险合同的生效、中止、复效、终止、满期同步。当保险合同处于非有效状态时,则您

不享受本服务。 

2.2. 增值服务等待期：以下简称“服务等待期”，即服务有效期开始起的 30 个自然日，服务等待期内不享

受本服务。 

2.3. 增值服务次数：在服务有效期内（服务等待期除外），您可享有本服务中各项健康增值服务项目的相应

服务次数（见第四条）。所有服务次数仅限服务有效期内使用，不可转让，过期不予追溯。若您作为多

份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您所享有的增值服务次数不能累计。 

2.4. 增值服务责任免除：若您在申请增值服务时涉及《关爱多两全保险》和《附加关爱多长期重大疾病保险》

之保险合同条款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之情况，将不能享受相应的增值服务。 

2.5. 指定疾病：本服务中涉及的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以下简称“指定疾病”），是指您所持的我司《附加关爱

多长期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中症疾病”、“轻症疾病”三类，具体定义以《附

加关爱多长期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为准。如果您在服务等待期届满前罹患指定疾病，您将无法基于

“指定疾病”享受本服务中的相关项目。 

2.6. 服务商：本服务由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 

 

三．服务专线 

全国健康服务专线：95169038（以下简称“服务专线”） 

服务时间：电话医生：7*24小时 

          专家会诊协调：每天8：30-20：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增值服务内容介绍 

4.1. 电话医生 

在服务等待期届满次日起，您可通过拨打服务专线解答关于饮食、养生、运动、疾病防治、就医、康复

等方面的健康困惑，并提供生活方式改善建议、疾病预防常识等健康知识多种健康医疗咨询服务等。 

【服务内容】 

1) 电话医生服务次数：不限次数。 

2) 通过电话的方式与医生进行一对一交流，为您提供健康信息、就医、治疗和康复指导等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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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1) 您拨打服务专线提出咨询需求。 

2) 服务商健康专员协助核实您的身份。 

3) 服务商健康专员明确您的健康咨询需求，转接至对应科室电话医生。 

4) 对应科室电话医生解答您的健康咨询问题。 

5) 您的问题解决，电话医生服务结束。 

 

【注意事项】 

1) 电话医生咨询仅为您提供健康咨询及建议，我司及服务商不承担任何医疗责任。 

2) 本咨询服务不可视为电话诊疗或 120 服务。不能解释为要求任何接受咨询的用户施行或放弃任何医疗

行为。 

3) 服务内容不包括精神类疾病或心理咨询。 

 

4.2. 专家会诊协调 

在服务等待期届满次日起，当您本人经专科医生诊断首次罹患指定疾病，希望获得国内网络医院列表

中的医疗机构专业医学意见，可以联系服务商申请国内专家会诊协调服务。 

【服务内容】 

1) 专家会诊协调服务次数：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仅限 1次。  

2) 会诊方式为：“专家线上会诊”及“专家面对面会诊”两种，您可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 

 

【服务流程】 

一、国内专家线上会诊服务流程 

1) 您拨打服务专线，提出专家线上会诊需求。 

2) 服务商健康专员将和您沟通，确认您的基本信息和身份。 

3) 服务商健康专员收集相关疾病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入院单、手术单、相关重疾病历资料、医疗报

告，您的联系方式等，并确认您的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 

4) 在确认属于服务范围，服务商分诊医生与您沟通需求后，将在 2个工作日内筛选并推荐三家合适的医

院科室和专家。您可从中选择一家机构进行会诊服务，同时，您将与服务商签署《专家会诊意见协调

服务责任免除声明书》。 

5) 您确认专家信息后，服务商将您提供的疾病资料进行整理及翻译，并发送至您选定的医疗机构。资料

发送后，专家开始会诊并在 5个工作日内出具专家会诊报告。 

6) 专家会诊报告发出后的 2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健康专员将致电您进行专家会诊报告解读。 

7) 解读后的 2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健康专员将致电您进行满意度回访。 

8) 国内专家线上会诊服务结束。 

 

二、国内专家面对面会诊服务流程 

1) 您拨打服务专线，提出专家面对面会诊需求。 

2) 服务商健康专员将和您沟通，确认您的基本信息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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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商健康专员收集与翻译相关疾病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入院单、手术单、相关重疾病历资料、医疗

报告，您的联系方式等，并确认您的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 

4) 在确认属于服务范围，服务商分诊医生与您沟通需求后，将在 2个工作日内筛选并推荐三家合适的医院

科室和专家。您可从中选择一家机构进行会诊服务，同时，您将与服务商签署《专家会诊意见协调服

务责任免除声明书》。 

5) 服务商确认您服务信息后安排号源，并安排您在 10个工作日内就诊。 

6) 就诊当天，您按服务商提醒短信内容，前往医院取号就诊。 

7) 若您同步申请了陪诊服务，服务商的陪诊人员将在就诊前 1天致电您确认陪诊服务信息，并在就诊当天

协助您完成就医。 

8) 在完成面诊后的 2 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将向被保人出具专家会诊报告。 

9) 专家会诊报告出具后 2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健康专员致电您进行报告解读。 

10) 完成报告解读后 2 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健康专员进行满意度回访调研。 

11) 国内专家面对面会诊服务结束。 

 

【注意事项】 

1) 本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不可转让给他人。如您为未成年人，服务预约应由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的法定监护人来申请。 

2) 被保险人在服务等待期届满次日起，经专科医生诊断首次罹患指定疾病时，方可享受专家会诊意见服

务。 

3) 您在申请本服务时需以电子邮件或者快递的方式提供二甲以上医院确诊患有指定疾病的病历资料， 以

便服务商判定您的服务享受资格。 

4) 本服务需要被保险人提供本人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医保卡号等就诊所必须的个人信息。 

5) 在服务商国内健康服务网络医院列表内，您需给出备选医院或由服务商分诊医生推荐同级别备选医院。

如您申请线上会诊对症专家（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级别专家）；服务商收集完善相关病历资料后 5 个工作

日内专家出具会诊意见。如您预约线下面对面会诊，则您需给出备选医院或由服务商分诊医生推荐同级

别备选医院，服务商于 10 个工作日内的安排专家特需门诊号源（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且医院开设特需门

诊的科室）。服务商将尽量满足您的首选医院，但只承诺首选和备选至少满足其中一家。 

6) 本服务不接受点名专家姓名的预约，如您需指定专家，服务商不保证能预约成功。 

7) 面对面会诊专家停诊：由于医生停诊导致的您无法就医不算作服务次数，也不视为我司及服务商的责任。

停诊短信由医院发送至您的手机，如医院没有通知停诊而医生临时停诊，我司及服务商不负责承担任何

损失。如遇到医生停诊，您需向服务商再次申请推荐其他医生或改约其他时间。 

8) 面对面会诊专家退号：您如不能按时就医，则需提前 1个工作日且于当日 14:00前致电服务专线进行退

号，在该情况下不计算服务次数。由于您自身原因不能按时就医且未按时退号成功的，将被记为服务次

数成功一次。 

9) 若您连续一定次数（各家医院规定不同）未按时就医且未提前退号将被记录为医院黑名单的情况，予以

充分警示。进入黑名单半年内将无法预约挂号。黑名单的恢复时间将视医院许可为准（各家医院规定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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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陪诊人员负责协调门诊挂号、住院、手术等对接工作，不得要求陪诊人员做其他事项，若因医疗机构

制度规定不可由除您本人以外的其他人代为在医疗机构现场办理的任何医疗服务，则需您本人自行办

理。 

11) 您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所预约的医疗机构就诊，陪诊人员为其提供门诊就医、住院及手术协调等协助服

务直至您顺利就医、住院。陪诊人员即可离开，不可强行挽留。 

12) 因您本人原因未能提供准确、及时、真实、完整能反映当前情况的资料而造成医疗服务偏差、延误、

缺失，服务商及服务商授权服务机构均免责。 

13) 因战争、罢工或骚乱、自然灾害、通讯故障等不可抗力导致服务延迟或未能履行，我司、服务商及服

务商授权的服务机构均免责。  

14) 服务商在与您协调及事先预约中，请您务必保持通讯畅通，若服务商多次联系却无法联系到您而导致

服务无法提供，我司及服务商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  

15) 在您签署《专家会诊意见协调服务责任免除声明书》之后，将不可取消或变更服务，否则将视为服务已

使用，并计入服务次数。  

16) 我司及服务商将不承担被保险人与专家面对面会诊所涉及的需支付给医疗机构的所有费用，包含挂号

费、 诊断及诊疗等费用。 

17) 专家会诊协调服务仅提供医疗咨询及建议，不可被视为诊断治疗服务，亦不能被解释为要求任何接受 

咨询的被保险人施行或放弃任何医疗行为，疾病诊断及治疗均由其他相关医疗机构提供。 

 

五．服务声明 

5.1.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您将不再享受本手册之任何服务： 

5.1.1 保险合同中止，失效，满期，终止等保险合同处于非有效状态期间； 

5.1.2 保险合同不再符合提供本服务的条件； 

5.1.3 本服务各项服务次数使用完毕； 

5.1.4 保险合同处于犹豫期内； 

5.1.5 本服务处于服务等待期； 

5.1.6 其他特别约定。 

5.2. 本服务为服务商提供给被保险人的增值健康服务，其诊疗、诊断结果仅供您个人参考，并不能作为我

司做出任何保险合同理赔决定或要求我司更改理赔决定的依据。 

5.3. 本服务是提供给符合相应标准的保险合同之被保险人的增值服务，具体服务和免责条款以刊登在我司

官方网站【http://www.metlife.com.cn/】的最新《关爱多产品增值服务手册》为准。我司可能会不时更

新《关爱多产品增值服务手册》，并通过将其刊登在我司官方网站的形式向您告知。 

5.4. 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服务预约应由保单的投保人或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来申请。 

5.5. 在预约过程中，请您务必保持通讯畅通，否则我们将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 

 

六．免责条款 

6.1. 我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但以下情形下的信息披露和提供，我司将不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 

6.1.1 您将您的信息自愿主动告知或提供给他人过程中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 

6.1.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命令或裁决，政府相关部门的命令或要求而在必须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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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进行的信息披露。 

6.1.3 任何由于计算机问题、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或发作、因政府管制而造成的暂时性关闭等影

响网络正常经营之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您个人资料泄露、丢失、被盗用或被篡改等。 

6.1.4 如果您在共享环境下或在电脑被远程监控的情况下登录大都会人寿，由此造成的损失我司不承担

责任。 

6.1.5 我们根据您的预约申请，在协调服务商或其他第三方机构为您提供本服务时将在必须披露的范围

内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披露。 

6.1.6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6.2. 在提供任何一项服务时，如我们查明正在要求或享受服务者并非您本人，有权立即拒绝提供任何服

务。 

6.3. 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您授权我司基于为您提供更优质服务的目的，向我司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

伴提供、查询、收集您本人的信息。该信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您本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医疗健康信

息及其他与您本人相关的信息。为确保您信息的安全，我司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采取

各种措施保证信息安全。 

6.4. 您授权我司为提供相关增值服务，处理您（包括您所代表的自然人）及您的亲属的个人信息、您所提

供的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并将前述个人信息全部或部分共享或提供给服务商（授权服务

商详细信息可至官网下载相关服务手册查询：【https://www.metlife.com.cn/customer-

service/download-center/】）。如需了解授权服务商详细信息或我司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请您访问官网

隐私政策：【https://www.metlife.com.cn/privacy-policy/】。 

6.5. 您确认在提供亲属个人信息前，已取得其授权，同意我司处理其个人信息。若该亲属是不满十四周岁

的未成年人，您确认您是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已取得其监护人的授权，同意我司处理该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 

6.6. 我们尊重并保护您的隐私权，未经您许可我们不会将任何与您相关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为了更好的

为您提供服务，服务商可能会向您询问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地址等诸多信息，您有权决定是否提供相

关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全导致的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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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料，而导致本手册上某些

服务发生缺失、偏差或延误，相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6.8. 对于我们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罢工或骚乱、物质短缺或定量配

给、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致使本手册各项服务延迟或未

能履行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6.9. 本手册未涉及的问题参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当本手册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

准。 

6.10.本服务由与我司合作的服务商为您提供，若您或您的家属与服务商或相关医疗机构因服务而产生任何

异议或纠纷，我司不承担责任，请直接与服务商或医疗机构沟通并协商解决，我司会尽力协助您维护合法

权益。 

6.11.当您或您的家属选择医疗机构进行各项服务时，具体诊疗结果和相关的医疗责任由该医疗机构负责解

释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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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国内健康服务网络医院列表  

– 专家会诊协调专用 

注：以下医院列表仅供您申请服务项目时参考。服务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医院列表进行调整，请您在申

请服务时向服务商征询具体医院信息。 

 

省 市 医院名称 

安徽 蚌埠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蚌埠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九龙泌尿专科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军大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中山医院 

安徽 合肥 合肥肛泰肛肠医院 

安徽 合肥 安徽安琪儿妇产医院 

安徽 合肥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 

安徽 马鞍山 安徽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市市立医疗集团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市市立医疗集团市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 芜湖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芜湖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宿州 蚌埠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皖北总院 

北京 昌平区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北城甲状腺医院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昌平区 北京侯丽萍风湿病中医医院 

北京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铁路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医科院肿瘤医院（北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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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朝阳区 北京华盛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恒安中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解放军 306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航空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安贞医院综合医疗科 

北京 朝阳区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优联耳鼻喉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 朝阳区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 

北京 朝阳区 煤炭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科瓦齿科医院 

北京 朝阳区 民航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 

北京 朝阳区 朝阳区第二医院东坝院区(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特需门诊部 

北京 朝阳区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北京 朝阳区 煤炭总医院医学美容整形中心 

北京 朝阳区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圣马克肛肠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华信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华德眼科医院 

北京 朝阳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首都机场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 朝阳区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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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朝阳区 北京天伦不孕不育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妇儿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长虹男科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美迪中医皮肤病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建国医院 

北京 朝阳区 北京民众眼科医院 

北京 大兴区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红星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同仁医院南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高科医院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市仁和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军海医院 

北京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平台) 

北京 大兴区 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妇产医院西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中研医院管理中心东城中医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普仁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妇幼保健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恒和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中医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卫生部北京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同济医院 

北京 东城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隆福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第六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口腔医院天坛院区(北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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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天坛医院特需门诊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东城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北京平台 

北京 东城区 北京拜尔昊城口腔医院 

北京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房山区 中国核工业北京 401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房山区 北京燕化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开阳癫痫中医院 

北京 丰台区 解放军 307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丰台医院(桥南部)(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肿瘤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国济中医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丰台医院(桥北部)(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京科银康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武警北京总队第三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电力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海华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丰台长峰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国丹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 丰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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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航天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华博不孕不育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 

北京 丰台区 北京丰台广济医院 

北京 丰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 海淀区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特需门诊部 

北京 海淀区 武警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解放军二六一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家恩德运试管婴儿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市上地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海淀区 空军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462 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水利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清华大学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空军总医院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北京 海淀区 解放军第 309 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北科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老年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温泉老年病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艾丽斯妇科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魏公村总院)(北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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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海淀区 同仁堂颐和园医馆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四季青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大学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航天中心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海军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海淀区 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怀柔区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怀柔区 北京怀柔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门头沟区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密云县 北京市密云县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密云县 北京市密云县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平谷区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平谷区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朝阳医院西区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 石景山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石景山区 北京联科中医肾病医院 

北京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顺义区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北京 顺义区 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 

北京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北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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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通州区 北京东直门医院东区(北京平台) 

北京 通州区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通州区 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通州区 解放军第 263 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通州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护国寺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 西城区 第二炮兵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军颐中医医院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友谊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北京 西城区 北京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第二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 西城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特需（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曙光医院 

北京 西城区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口腔工作者协会西城门诊部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特需门诊（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北海医院 

北京 西城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西城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回民医院（北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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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西城区 解放军 305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市健宫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西城区 北京德胜门中医院 

北京 延庆县 北京延庆县中医医院（北京平台） 

北京 延庆县 北京市延庆县医院（北京平台） 

福建 福州 福建武警总队医院 

福建 泉州 泉州玛丽医院 

福建 泉州 泉州丰泽男健医院 

甘肃 兰州 兰州天伦不孕症医院 

甘肃 兰州 兰州中医白癜风医院 

广东 东莞 广东医学院附属生殖医学中心 

广东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万江院区 

广东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 

广东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 

广东 东莞 东莞市人民医院红楼院区 

广东 东莞 东莞康华医院 

广东 东莞 东莞市东华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海军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圣亚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男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新世纪白癜风防治研究院 

广东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国医馆 

广东 广州 广州美莱整形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好运医院 

广东 广州 金典牙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圣贝口腔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山医科大学家庭医生专家门诊 

广东 广州 广州长安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军区机关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仁爱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机关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银翔医院 

广东 广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圃分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和谐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药学院新天生殖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天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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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广东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8 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1 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天河门诊部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下塘门诊部 

广东 广州 广州华侨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中医院罗冲围门诊部 

广东 广州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广东 广州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 

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东 深圳 固生堂中医深圳竹子林分院 

广东 深圳 固生堂中医深圳南山分院 

广东 深圳 深圳中仁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远东妇儿科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博爱医院 

广东 深圳 深圳广济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天伦不孕不育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医学院附属南华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六盘水 贵州水城矿业总医院 

海南 海口 海口市人民医院 

河北 保定 保定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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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廊坊 廊坊广安医院 

河北 廊坊 京东誉美肾病医院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远大白癜风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南 洛阳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新视界眼科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医博肛肠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华柱白癜风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金水中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名仕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医药院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市第二中医院 

河南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人民医院颐和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人民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中德骨科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盛京白癜风医学研究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和美妇产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边防总队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阿波罗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五洲美莱口腔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马应龙中西医结合肛肠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北大白癜风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博仕肛肠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太医堂中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仁爱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友好医院 

湖北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中原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送子鸟不孕症专科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玛丽亚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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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协和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普爱医院 

湖北 武汉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 武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 457医院 

湖北 武汉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湖北 武汉 武大中南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第五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湖北 武汉 华润武钢总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湖北 武汉 武汉市第六医院 

湖北 武汉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普仁医院 

湖北 武汉 武汉长航医院 

湖北 仙桃 仙桃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 郴州 安仁县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 湘潭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 

湖南 益阳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老干部康复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长江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中研白癜风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医博肛肠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性保健研究所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长海医院 

湖南 长沙 长沙中山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军区医院 

湖南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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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 长沙 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湖南 长沙 第 163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 

湖南 长沙 武警湖南总队医院 

吉林 长春 长春关东妇科医院 

吉林 长春 武警吉林省总队医院 

江苏 常州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金坛市中医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德安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溧阳市中医院 

江苏 常州 溧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江苏 常州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江苏 常州 常州武进人民医院南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怀德院区)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江苏 常州 常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 常州 武进中医医院 

江苏 淮安 淮安市淮阴医院 

江苏 淮安 盱眙县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洪泽县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金湖县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涟水县中医院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淮安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淮安 淮安市中医院本地 

江苏 淮安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淮安 淮安市肿瘤医院 

江苏 淮安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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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淮安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东海县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赣榆县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灌云县中医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 东海县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东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第四人民医院（东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第四人民医院（西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西院）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华肤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华厦银屑病研究所 

江苏 南京 南京华美美容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脑康中医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建国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中天皮肤病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新协和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天伦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武警总队医院 

江苏 南京 江宁区中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大厂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浦口医院 

江苏 南京 溧水区中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邦德骨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江苏 南京 秦淮区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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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 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 

江苏 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肿瘤医院-本地平台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口腔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4 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海军 414 医院（上海长征南京分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京 八一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胸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 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江苏 南京 南医大二附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仙林鼓楼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口腔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 南京 明基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市六合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 南通 海门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 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如皋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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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启东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和美家妇产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海门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如东县丰利医院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如皋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如皋博爱医院 

江苏 南通 如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如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通州区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海安县肿瘤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 

江苏 南通 海安县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海安县中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东吴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太仓市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暨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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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 苏州同济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慈分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口腔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虹桥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康复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相城区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张家港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张家港市乐余镇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梅李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花桥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周市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解放军 100 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 苏州 昆山市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 苏州 苏州九龙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理想眼科医院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广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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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 江苏盛泽医院 

江苏 苏州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苏州 常熟市中医院 

江苏 泰州 靖江市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兴化市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泰兴市中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靖江市新港城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人民医院北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江苏省靖江市中医院 

江苏 泰州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肛泰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建国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中研皮肤病研究所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仁德（康复）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青阳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嘉仕恒信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宜兴市肿瘤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虹桥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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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无锡 江阴市徐霞客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新区凤凰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南闸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康复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长泾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无锡市肿瘤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第三人民医院（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解放军第 101 医院（无锡市太湖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 无锡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江苏 无锡 宜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江苏 无锡 江阴市中医院 

江苏 无锡 江苏省宜兴市中医医院 

江苏 宿迁 泗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 宿迁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中医院 

江苏 宿迁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 

江苏 宿迁 宿迁市第二医院 

江苏 宿迁 江苏省泗洪县中心医院 

江苏 宿迁 泗阳康达医院 

江苏 宿迁 泗阳仁慈医院 

江苏 宿迁 沭阳南关医院 

江苏 宿迁 沭阳仁慈医院 

江苏 宿迁 沭阳协和医院 

江苏 宿迁 泗洪县中医院 

江苏 宿迁 宿迁市中医院 

江苏 宿迁 沭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 宿迁 宿迁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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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迁 江苏省沭阳县中医院 

江苏 徐州 沛县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睢宁县中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矿山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 

江苏 徐州 新沂市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大屯煤电中心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丰县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睢宁县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新沂市中医医院 

江苏 徐州 沛县中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铜山区中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民政医院 

江苏 徐州 新沂市铁路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利国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中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口腔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邳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 徐州 邳州市中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亭湖皮肤性病防治所 

江苏 盐城 大丰市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建湖县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口腔医院 

江苏 盐城 阜宁县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响水县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响水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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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 建湖县中医院 

江苏 盐城 射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中医院 

江苏 盐城 大丰市中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阜宁县中医院 

江苏 盐城 滨海县中医院 

江苏 盐城 阜宁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盐都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盐城 建湖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国营新洋农场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盐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盐城新东仁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一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中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三院（北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盐城市肿瘤医院） 

江苏 盐城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三院（南院） 

江苏 盐城 东台市中医院 

江苏 盐城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仪征市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江都市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仪征市中医院 

江苏 扬州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江苏 扬州 宝应县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江都妇幼保健院 

江苏 扬州 宝应县妇幼保健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江苏 扬州 高邮市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高邮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广陵区中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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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扬州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中医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扬州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江苏省高邮市中医医院 

江苏 镇江 句容市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扬中市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丹阳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镇江 句容市中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镇江 句容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口腔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分院 

江苏 镇江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扬中市中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中医院 

江苏 镇江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中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镇江 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 镇江 江苏省丹阳市中医院 

江苏 镇江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市中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 九江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新视界眼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第五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三三四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新建县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县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新建县中医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市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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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南昌 江西省解放军第 94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西 南昌 江西省武警总队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 南昌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江西 新余 新余市人民医院 

辽宁 大连 大连星海医院 

辽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中山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九州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天桥中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二 0一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 463 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胸科医院 

辽宁 沈阳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辽宁 沈阳 武警辽宁总队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藏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北大皮肤病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六一儿童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医博肛肠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白癜风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中研皮肤病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银屑病医院 

山东 济南 武警山东省总队医院 

山东 济南 泉城医院 

山东 济南 济南真爱妇科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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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宁 济宁协和医院 

山东 临沂 临沂强仕泌尿外科医院 

山东 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本部 

山东 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东区 

山东 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院区 

山东 青岛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 潍坊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 烟台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西 大同 大同市中医医院 

山西 晋城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 晋中 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晋中 山西省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癫痫病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清徐县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古交矿区总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肛肠医院 

山西 太原 杏花岭区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太航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华晋骨科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第七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古交市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中铁三局集团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化集团公司职工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华晋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博爱医院 

山西 太原 太钢医院（尖草坪） 

山西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山西 太原 解放军第 264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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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太原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太原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省荣军医院 

山西 太原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中医医院 

山西 太原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 运城 运城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安康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宝鸡 岐山县医院 

陕西 宝鸡 陕西电子四 0 九医院 

陕西 宝鸡 千阳县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千阳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凤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康复医院 

陕西 宝鸡 麟游县医院 

陕西 宝鸡 眉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 陈仓区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凤翔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陈仓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口腔医院 

陕西 宝鸡 陇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凤翔县医院 

陕西 宝鸡 眉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岐山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眉县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麟游县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凤县医院 

陕西 宝鸡 陇县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金台医院 

陕西 宝鸡 陇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 扶风县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千阳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 太白县医院 

陕西 宝鸡 凤翔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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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宝鸡 陈仓区妇幼保健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中医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 宝鸡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 汉中 中航工业 3201 医院 

陕西 渭南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 西安 西安生殖保健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会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唐城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六医院 

陕西 西安 临潼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解放军第 518 医院 

陕西 西安 中国兵器工业 521医院 

陕西 西安 曲江妇产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临潼区妇幼保健院 

陕西 西安 户县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二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灞桥区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航天总医院 

陕西 西安 临潼区中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高陵县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高陵县医院 

陕西 西安 长庆油田职工医院 

陕西 西安 高陵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 西安 五环集团职工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长安区妇幼保健院 

陕西 西安 户县妇幼保健院 

陕西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本地 

陕西 西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1 医院 

陕西 西安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红会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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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 西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23 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长安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儿童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中医医院-本地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陕西 西安 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长安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京城皮肤病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 西安 西电集团医院 

陕西 西安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长武县人民医院 

陕西 咸阳 兴平市人民医院 

陕西 咸阳 兴平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 咸阳 彬县县医院 

陕西 咸阳 永寿县中医医院 

陕西 咸阳 咸阳中医肿瘤医院 

陕西 咸阳 兴平市中医医院 

陕西 咸阳 长武县中医医院 

陕西 咸阳 永寿县人民医院 

陕西 咸阳 咸阳市中心医院 

陕西 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 咸阳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 咸阳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陕西 榆林 榆林市第二医院 

陕西 榆林 榆林市第四医院 

上海 宝山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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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宝山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 宝山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 崇明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上海 奉贤区 上海奉浦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华肤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都市妇科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美联臣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中大肿瘤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复大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天伦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长江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市江湾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1 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虹口区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部 

上海 黄浦区 上海肛泰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阿波罗男子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泰坤堂中医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黄浦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黄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院区 

上海 黄浦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上海 黄浦区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 黄浦区 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特需部 

上海 黄浦区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 嘉定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 金山区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金山总院 

上海 金山区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 静安区 上海德伦口腔医院 

上海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上海 静安区 上海邮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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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静安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静安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静安区 岳阳医院青海路特诊部 

上海 静安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 

上海 静安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石门路门诊部 

上海 静安区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静安区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暨上海市眼科医院 

上海 静安区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上海 静安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特需诊疗部 

上海 闵行区 上海中潭医院 

上海 闵行区 上海虹桥医院 

上海 闵行区 上海沪闵医院 

上海 闵行区 闵行妇幼保健院 

上海 闵行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 

上海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中心医院 

上海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 

上海 闵行区 闵行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闵行区 闵行区牙病防治所 

上海 闵行区 吴泾医院 

上海 闵行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闵行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 闵行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上海 闵行区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江东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科瓦齿科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南浦妇科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明珠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部队生物诊疗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徐浦中医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武警上海浦东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浦东新区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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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上海 浦东新区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同济附属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 浦东新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浦东分院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德杏堂中医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肤康医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宏康医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德济医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 普陀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普陀新院 

上海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中医医院 

上海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院 

上海 松江区 上海解放军增高长高研究总院 

上海 松江区 解放军驻上海松江医院 

上海 松江区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上海 松江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万众口腔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计生所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仁爱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市大华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远洋分院 

上海 徐汇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徐汇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特需门诊部 

上海 徐汇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徐汇区 眼耳鼻喉科医院宝庆分院 

上海 徐汇区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上海 徐汇区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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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徐汇区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分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首尔丽格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泽冠口腔医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真美妇科医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江城皮肤病医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美申白癜风专科医院 

上海 杨浦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 杨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杨浦区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 杨浦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 

上海 杨浦区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鸿慈儿童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健桥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申江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保德路院区 

上海 闸北区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上海 闸北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保德路院区 

上海 长宁区 上海西郊骨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皮肤科医院惠慈皮肤病门诊 

上海 长宁区 上海九龙男子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德真会口腔诊所 

上海 长宁区 上海白玉兰妇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新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真爱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德西门诊部 

上海 长宁区 上海文艺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5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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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长宁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5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医院 

上海 长宁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延安西路分部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武夷路院区 

上海 长宁区 武警上海市总队口腔科医院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武夷路院区 

四川 成都 成都医学院附属不孕不育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曙光男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新世纪肛肠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安定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蜀都乳腺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九龙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博爱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锦江区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空军机关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军区总医院本地 

四川 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81骨科医院 

四川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 成都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四川 德阳 什邡市人民医院 

四川 德阳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圣安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阳光男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阿波罗男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祥云皮肤病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长庚耳鼻喉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河西区华夏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津门中医医院 

天津 天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2 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肿瘤医院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HO-CSO-2022-2035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 天津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原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大西北皮肤病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百姓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华夏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南玛莉亚医院 

云南 昆明 昆明中英安琪儿妇产医院 

云南 昆明 昆明华希医院 

云南 昆明 云南骨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曙光男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现代女子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华肤皮肤病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国宾妇产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华西妇产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家圆天伦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医博肛肠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北大阳光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爱德华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协和医院 

重庆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江城骨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强生泌尿外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京都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中山医院 

浙江 杭州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同济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庆春路院区 

浙江 杭州 杭州天大皮肤病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红房子妇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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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 杭州肛泰肛肠医院 

浙江 杭州 中国友好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肿瘤医院(市一集团吴山院区) 

浙江 杭州 杭州时光整形美容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莫干山路院区 

浙江 杭州 杭州格莱美医疗美容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广仁医院 

浙江 杭州 杭州虹桥医院 

浙江 杭州 微医集团(杭州)手术中心 

浙江 杭州 杭州阿波罗男子医院 

浙江 嘉兴 上海岳阳医院嘉兴分部 

浙江 金华 金华皮肤病防治院 

浙江 金华 义乌美中安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 金华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 丽水 挂号网测试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江东虹桥男科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市眼科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镇海妇幼保健医院 

浙江 绍兴 上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 诸暨市第六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 绍兴市上虞中医院 

浙江 台州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 温州 温州牙博士口腔 

浙江 温州 平阳人民医院 

浙江 温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8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