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健康保险绿色就医通道 

全国可服务的医院列表 

地区 省份 城市 医院名称 

 

北京 北京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北京 北京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市协和医院 

北京 北京 武警总医院 

北京 北京 护国寺中医院 

北京 北京 解放军 307 医院 

北京 北京 复兴医院 

北京 北京 华德眼科医院 

北京 北京 博爱医院 

北京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北京 北京 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 北大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 

北京 北京 儿科研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 北京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北京 朝阳医院 

北京 北京 安贞医院 

北京 北京 广安门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 同仁堂门诊部 

北京 北京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北京 北京 海淀医院 

北京 北京 安定医院 

北京 北京 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北京 北京 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 北京 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 宣武医院 

北京 北京 积水潭医院 

北京 北京 天坛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 北京 海淀妇幼保健医院 

北京 北京 佑安医院 



北京 北京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北京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国际部） 

北京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 

北京 北京 广安门医院（国际部）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总医院 

天津 天津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代谢病医院 

天津 天津 医大眼科中心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中医一附属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骨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二院 

河北省 石家庄 石家庄市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中医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省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西省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中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 

华东

区 

上海 上海 中山医院 

上海 上海 华东医院 

上海 上海 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 上海 肿瘤医院 

上海 上海 儿童医院 

上海 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宝钢医院 

上海 上海 胸科医院 

上海 上海 长征医院 

上海 上海 同济医院 

上海 上海 东方医院 

上海 上海 曙光医院（东/西） 

上海 上海 龙华医院 

上海 上海 岳阳医院 

上海 上海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上海 中医医院名老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上海 黄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 和平眼科医院 

上海 上海 长海医院 

上海 上海 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上海 上海 黄浦区中心医院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上海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二医大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仅限特需门诊） 

上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新院 

上海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十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 交大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上海 上海 交大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上海 上海 华山医院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济南 山东胸科医院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海慈医院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骨伤医院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军区总医院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专家会诊中心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高级专家会诊中心 

江苏省 江阴 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苏州 苏州市立医院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浙江医院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妇儿医院 

浙江省 宁波 鄞州人民医院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宁波 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宁波 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妇幼保健所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口腔医院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妇幼保健医院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中医院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武警总队医院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第二医院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市第三医院 

福建省 福州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建省 福州 协和医院 

福建省 福州 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第一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妇幼保健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儿童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 厦门 厦门中医院 

福建省 厦门 厦门 174 医院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厦门 厦门眼科中心 

福建省 厦门 厦门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省 泉州 解放军后勤部附属 180 医院 

福建省 泉州 福建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福建省 泉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福建省 泉州 泉州市中医院 

华南

区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军区总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华侨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 中山医科大学《家庭医生》医疗门诊部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东省 惠州 惠州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省 桂林 桂林市中医院 

广西省 南宁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 海南省中医院 

海南省 海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七中心医院 

海南省 海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二四医院 

海南省 三亚 三亚市人民医院 

华中

区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 郑州 河南中医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长沙 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 长沙 湘雅附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 长沙市第四医院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儿童医院武汉妇女儿童保健院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同济医院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协和医院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二医院 

东北

区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部）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大连 大连中心医院 

辽宁省 大连 大连友谊医院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 电力医院 

吉林省 长春 208 医院 

吉林省 长春 医大二院 

吉林省 长春 医大一院二部 

吉林省 长春 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 长春 儿童医院 

吉林省 长春 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长春 妇产医院 

吉林省 长春 骨伤医院 

吉林省 长春 肿瘤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十医院 

西南

区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中医院 

四川省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庆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重庆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重庆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大医院） 

云南省 昆明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四十三医院）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市第一人民（甘美医院）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红会医院）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中医院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人民医院 

西北

区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甘肃省 兰州 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青海省 西宁 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人民医院 

新疆省 乌鲁木齐 新疆中医学院直属医院 

新疆省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 

新疆省 乌鲁木齐 新疆医学院西域国医堂联合医院 

新疆省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夏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