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城市 医院名称 医院级别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矿务局总医院-急诊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汤阴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林州市肿瘤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林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滑县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钢职工总医院 三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眼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灯塔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内黄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内黄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林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林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河南省滑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滑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肿瘤医院 三甲
河南 安阳市 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三甲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中医院 三甲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脉管炎医院 二级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安徽 蚌埠市 五河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中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五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医院 三甲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怀远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固镇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怀远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中医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医院-东北门 三甲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市红十字医院 二级
安徽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涿州市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易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易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雄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雄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二医院东风西路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骨科医院-东门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望都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河北唐县人民医院-北门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涞水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容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容城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曲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曲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清苑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妇幼保健医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保定第七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高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高阳县医院(向阳路1胡同)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高碑店市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阜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定州市人民医院(北区)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定州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定州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定兴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博野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二医院门诊部-西门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一医院 三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三医院-外科楼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五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安新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安新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安国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安国市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北院 三甲
河北 保定市 涿州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顺平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望都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涞源县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容城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唐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安新县医院(安州分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满城区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曲阳第五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东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涞水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涞水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中铁十八局集团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蠡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河北省荣军医院 二级
河北 保定市 清苑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合浦县中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北海医院 三甲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合浦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合浦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北海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北海市 合浦县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朝阳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妇产医院（东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儿童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天坛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友谊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协和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同仁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妇产医院（西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安贞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306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首都儿科研究所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科院肿瘤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国民航总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煤炭总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酒仙桥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朝阳区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航空总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石景山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中铁建总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总工会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阜外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305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急救中心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安定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复兴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火箭军总医院（原二炮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结核病控制所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协和西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二龙路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西城区平安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护国寺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第二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展览路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口腔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普仁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崇文第一人民（永外）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宣武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仁和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大兴中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昌平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昌平区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南口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南口铁路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沙河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北郊肿瘤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医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公安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地坛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军区总院（西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第六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隆福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交通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中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302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佑安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博爱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航天总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电力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丰台医院（桥南部）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七三一医院（航天部731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丰台医院（桥北部）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长辛店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南苑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丰台区铁营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煤炭集团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门头沟区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门头沟区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304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307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总参谋部总医院（原309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空军总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海军总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武警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世纪坛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航天中心医院（原721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胸科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老年病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解放军261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西结合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关村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海淀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水利部总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怀柔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怀柔中医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密云县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密云县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延庆县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延庆县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平谷区区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燕化职工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附属房山良乡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房山第一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房山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中国电子能科学研究院职工医院（核工业401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顺义区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顺义中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通州区中医医院（东直门医院东区）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宣武区中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滨河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回民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健宫医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宣武区广外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朝阳区双桥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本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CBD院区)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天坛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西城区广外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武警北京总队第三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顺义区空港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 二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大兴区红星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小汤山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康复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华信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中日友好医院西区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南郊分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分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华府妇儿医院 二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 三级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 三甲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 三级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人民医院新院 三甲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涡阳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涡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蒙城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利辛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三甲
安徽 亳州市 涡阳县中医院(新区) 二级
安徽 亳州市 人民医院-南院 三甲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涡北新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北 沧州市 沧州眼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北 沧州市 肃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三甲
河北 沧州市 任丘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青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青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南皮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南皮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黄骅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黄骅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河间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河间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海兴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东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东光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泊头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泊头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河间市中医院急诊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任丘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急救中心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新华区妇幼保健站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口腔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运河区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盐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运河区妇幼保健站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献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青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吴桥二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黄骅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献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沧州市中捷友好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泊头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南大港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任丘市法医医院 二级
河北 沧州市 骨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军区总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骨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华西口腔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三六三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解放军第452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消防医院胃肠诊疗中心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双楠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军区机关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青羊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四一六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二中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飞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第一骨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成华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晋阳院区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华西医院上锦分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新津县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新都区中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郫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郫县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武警四川总队成都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肿瘤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中航工业三六三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儿童专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北区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中山骨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青白江区中医医院血吸虫病防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蒲江县中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彭州市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彭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彭州市中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航天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建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金牛区中医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实业街院区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三甲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东区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地矿局405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都江堰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大邑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崇州市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崇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四川 成都市 崇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三级
河北 承德市 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市第六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市中医院 三级
河北 承德市 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三甲
河北 承德市 平泉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平泉县医院-住院部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滦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滦平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隆化县医院-门诊楼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隆化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宽城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丰宁县医院-住院部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丰宁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双桥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市第五医院-体检科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县中医院(西北1门)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康复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滦平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双滦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兴隆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平泉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骨伤病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兴隆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荣复军人医院-门诊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铜城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院 二级
河北 承德市 承德市口腔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中医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友谊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中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港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普兰店市中心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口腔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机车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沙河口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瓦房店市中心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化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地区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一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儿童医院 三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金州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金州区中医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大连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瓦房店市轴承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O三医院-1号楼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造船厂职工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沙河口区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大学医学院老年病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渤海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庄河市中心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瓦房店分部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四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安波理疗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金州区结核病防治所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海事大学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旅顺口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煤矿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奶牛场职工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庄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西岗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庄河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金州区传染病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旅顺口区中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武警辽宁总队大连医院 二级
辽宁 大连市 大连瓦房店中医院 三级
山西 大同市 同煤集团总医院 三甲
山西 大同市 同煤集团肿瘤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山西大同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天镇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市新荣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市灵丘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灵丘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左云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大同市 大同市南郊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临邑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临邑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临邑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乐陵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夏津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夏津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宁津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庆云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中医院(东区) 三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联合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立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联合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武城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武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禹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陵城区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陵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齐河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齐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齐河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乐陵中医院(阜盛西路)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宁津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庆云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德州市 平原县中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茶山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石碣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塘厦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中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凤岗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寮步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光华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黄江医院-东门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常平医院一门诊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企石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中医院分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厚街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横沥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虎门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樟木头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莞城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中堂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桥头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沙田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东华医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旗峰分院 三甲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广济医院 三级
广东 东莞市 万江人民医院-东北门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望牛墩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东城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东坑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三局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高埗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洪梅医院 二级
广东 东莞市 东莞市清溪医院(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中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口腔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窑院区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方医科大学北滘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桂洲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新容奇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顺德勒流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乐从医院-急诊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顺德中医院-门诊楼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勒流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桂洲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顺德区均安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方医科大学北滘医院-西北门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西南门)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开发区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窑院区5号楼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张槎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三甲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医院潭村分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龙江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中心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高明中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大良医院 二级
广东 佛山市 顺德区伍仲佩纪念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肿瘤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人民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三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中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武警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皮肤病性病防治院 三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第四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老年医院 三级
福建 福州市 解放军四七六医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东二环分院 三甲
福建 福州市 长乐市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第七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第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晋安区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第八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永泰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永泰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永泰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平潭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平潭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平潭县妇幼保健所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清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清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清六都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清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侯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侯县人民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闽侯县妇幼保健所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马尾区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罗源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罗源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连江县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连江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连江县皮肤病防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鼓楼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清市第三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清市第二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清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清市医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长乐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市第三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中医院 三甲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人民医院 三级
安徽 阜阳市 临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颍上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中医医院 三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界首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安徽 阜阳市 界首市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南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肿瘤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妇幼保健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南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界首市中医院 二级
安徽 阜阳市 阜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立医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肿瘤医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南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三级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中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于都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于都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于都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寻乌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兴国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信丰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信丰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石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上犹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上犹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宁都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宁都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赣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崇义县中医医院 二级
江西 赣州市 安远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何贤纪念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下塘门诊部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口腔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番禺区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伤科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军区总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学院口腔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中医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天河区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医院院区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婴医院院区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岐山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嘉禾院区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胸科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脑科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萝岗区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越秀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开发区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新海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民航广州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黄埔中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番禺分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从化市中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广州市 广东省工人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增城市新塘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增城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越秀区中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天河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南方燕岭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荔湾区骨伤科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中医院 二级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华侨医院 三级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省人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省肿瘤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金阳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省骨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口腔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三级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贵州 贵阳市 贵航贵阳医院 三级
贵州 贵阳市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贵州 贵阳市 南明区人民医院 二级
贵州 贵阳市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息烽县中医医院 二级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贵州 贵阳市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中医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口腔医院 三级
广西 桂林市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桂林市 全州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桂林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分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南岗院区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道外分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十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武警总队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口腔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八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电力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公安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眼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南岗区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南岗分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经纬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南岗区妇产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朝鲜民族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康复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五常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五常市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依兰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双城市人民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双城市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呼兰区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呼兰区红十字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尚志市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尚志市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巴彦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平房区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延寿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木兰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木兰县中医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分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普宁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清河林区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通河县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门诊部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商业职工医院 二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阿城区中医医院 三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阿城区人民医院 三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安宁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人民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中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分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中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第一八七中心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南沙分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秀英区妇幼保健站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南省工人疗养院 二级
海南 海口市 海口市中医院琼山分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电力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永年县二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永年区妇幼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永年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武安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魏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魏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涉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河北省曲周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曲周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曲周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鸡泽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钢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中医院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肿瘤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八五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馆陶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馆陶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广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广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岭北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峰峰矿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第四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大名县妇女儿童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大名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大名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第一医院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第三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磁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成安县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北院区)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南院区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医院 三甲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人民医院西院区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成安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成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磁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商业职工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馆陶县人民医院(西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临漳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鸡泽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总工会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新兴铸管职工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第五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传染病医院第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丛台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邯郸市口腔医院 二级
河北 邯郸市 武安市妇幼保健院东门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中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中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格莱美美容医院 二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肿瘤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口腔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萧山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新华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儿童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西溪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肿瘤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整形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老年关怀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门诊部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机场路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海潮院区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青春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四季青院区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下城区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推拿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江干区人民医院笕桥院区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慈爱康复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桐庐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推拿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临安市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临安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临安市於潜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建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市中医骨伤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淳安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庆春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莫干山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萧山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朝晖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口腔医院(近浣纱路)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解放路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门诊部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庆春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机场路分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杭钢医院-急诊 二级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市人民医院-推拿科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院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湖滨院区） 三甲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分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立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儿童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肿瘤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滨湖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口腔医院 三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胸科医院 三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金色童年儿童医院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庐江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 三甲
安徽 合肥市 合肥中铁精神病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肥东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江淮汽车集团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中铁四局集团中心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肥西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长丰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市城建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庐江县中医院 二级
安徽 合肥市 肥西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浚县社会福利医院 三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壁市肿瘤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浚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浚县脑血管病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浚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淇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浚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处医院 二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壁市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鹤壁市 鹤壁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博爱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枣强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部 三级
河北 衡水市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三甲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深州中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深州市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饶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冀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冀州区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景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景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故城县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故城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阜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安平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武邑县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饶阳中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分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结核病防治所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桃城区妇幼保健院综合临床部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武强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武强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衡水市 衡水市精神病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南门 三级
广东 惠州市 惠东县中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东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第一分院南坛分院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中医医院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中信惠州医院 三级
广东 惠州市 博罗县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三医院-东南门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惠州协和医院东门 三甲
广东 惠州市 华康骨伤医院 三级
广东 惠州市 惠阳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口腔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阳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阳区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博罗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东县妇产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龙门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江北分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西南门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门诊部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博罗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小金口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潼侨医院 二级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市惠阳区慢性病防治站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中心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人民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化总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中西医结合肛肠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妇产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儿童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中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永吉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磐石市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口腔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蛟河市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蛟河市中医院 二级
吉林 吉林市 吉林市新世纪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军区总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中心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肿瘤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胸科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儿童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 三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交通医院 三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眼科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武警山东省总队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电力中心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章丘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章丘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济南市 章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黄河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天桥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职业病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商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平阴县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平阴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历城区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阳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阳县妇幼保健站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三甲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长清区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南市 山东省胸科医院东院区 三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中医院 三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肿瘤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邹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兖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邹城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兖州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兖州区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兴隆庄煤矿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鱼台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枣庄矿业集团滕南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微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泗水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山东省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汶上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肿瘤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济宁市戴庄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曲阜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山东省曲阜市中医院 三甲
山东 济宁市 梁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梁山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金乡县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济宁市 嘉祥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济宁市 嘉祥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中医院 三甲
浙江 嘉兴市 王江泾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中医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皮肤病防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康慈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浙江省中医院平湖分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第二医院 三甲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第一医院 三甲
浙江 嘉兴市 南湖区中心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浙江省荣军医院(嘉兴市第三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嘉兴江南医院） 三甲
浙江 嘉兴市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善县康慈医院(西门)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善县中医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中医院 三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中心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西门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善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嘉兴市 嘉兴市王店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济源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济源市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焦作市 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卫校附属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康复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孟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孟州市中医院-病房楼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温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武陟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山阳县人民医院-西南门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一分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武陟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温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解放军第九十一中心医院 三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焦作市 沁阳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沁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马村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煤中央医院 三甲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中医院 三甲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焦作市五官医院-住院部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博爱县人民医院(环城东路)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焦作市 修武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妇女儿童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中心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三甲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妇女儿童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浦江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磐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兰溪市人民医院(城西院区)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东阳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东阳市中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金华中医院双溪西路院区 三甲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中心医院 三甲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第二医院 三甲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第五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中医医院(西北1门)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兰溪市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兰溪市人民医院城东院区（老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兰溪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东阳市红十字会医院(环城北路)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武义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金华市婺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东阳市横店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浙江省浦江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共青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永修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东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石化医院-急诊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一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修水县中医医院 三级
江西 九江市 修水县第二人民医院西北门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北院 三级
江西 九江市 星子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武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武宁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瑞昌市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瑞昌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彭泽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中医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庐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县中医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湖口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湖口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都昌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都昌县中医院蔡岭分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都昌县人民医院-北门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德安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德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西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市中医医院南院-东南门 三级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湖口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武宁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浔阳区人民医院-南门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瑞昌市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星子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都昌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彭泽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九江市 彭泽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中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开封市 尉氏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兰考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兰考县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口腔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肿瘤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杞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兰考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通许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五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儿童医院 三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光大医院 三甲
河南 开封市 河南大学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杞县人民医院(北环路)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兰考县第三人民医院(考城路)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鼓楼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陇海铁路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妇产科医院(迎宾路院区)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妇产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尉氏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尉氏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县中医院-急诊 二级
河南 开封市 通许县中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中医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肿瘤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儿童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中医院 三甲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云南 昆明市 云南昆钢医院 三级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交通中心医院 三级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三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安宁市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云南 昆明市 禄劝县人民医院 三级
甘肃 兰州市 榆中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永登县人民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兰州石化总医院 三级
甘肃 兰州市 兰炼职工医院 三级
甘肃 兰州市 西固区中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肿瘤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中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中医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窑街煤电公司总医院 三级
甘肃 兰州市 皋兰县人民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人民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甘肃 兰州市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肺科医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 三甲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河北 廊坊市 永清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永清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文安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燕郊人民医院-东南门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三河市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中医医院 三甲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妇幼保健中心 三甲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广阳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广阳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大城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大城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大厂回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大厂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霸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霸州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香河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文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华北石油廊坊矿区第一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霸州市第三医院 二级
河北 廊坊市 香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中医院 三甲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三级
江苏 连云港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九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灌云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灌云县中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赣榆区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连云港市 东海县中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东海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灌南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肿瘤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解放东路) 三级
江苏 连云港市 新浦区人民医院-西门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红十字门诊部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皮肤病防治所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连云港市 仁济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翼城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肿瘤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尧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荣军康复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骨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尧都区骨伤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尧都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乡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襄汾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襄汾县妇女儿童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襄汾中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隰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山西省曲沃县中医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蒲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霍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侯马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西 临汾市 洪洞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洪洞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古县人民医院-西北门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汾西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大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安泽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安泽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浮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曲沃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永和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襄汾县肿瘤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临汾先平妇产医院 二级
山西 临汾市 侯马市中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工人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中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融水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融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西 柳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三级
广西 柳州市 柳江县妇幼保健院-急诊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广西融水民族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箭盘山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中医院分部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柳江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鹿寨县中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鹿寨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融安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急诊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广西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职工疗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鹿寨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广西柳州肿瘤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工人医院(南院区)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工人医院三江分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城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城县中医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广西地质职工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西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县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三甲
四川 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人民医院 三级
四川 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中医院 三甲
四川 泸州市 合江县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福音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叙永县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古蔺县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叙永县中医医院-东北门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合江县中医医院(合江县环境保护局东北)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古蔺县中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纳溪区中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市龙马潭区中医医院 二级
四川 泸州市 泸州石油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三甲
河南 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三甲
河南 洛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东方医院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洛阳市 5111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荣康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中信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二0二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偃师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汝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孟津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伊川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宁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宁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偃师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宜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新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栾川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伊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洛阳市 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信宜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信宜市中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化州市人民医院-门诊部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高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茂名市 高州市中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农垦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茂名市 茂名市中医院 三甲
广东 茂名市 茂名石化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高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信宜市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电白区中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茂名石化医院东院区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化州市中医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化州市中医院河东分院 二级
广东 茂名市 高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儿童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肿瘤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医院红谷滩分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九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中医药大学(阳明路)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南门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二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男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武警总队医院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安义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精神病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华云中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三三四医院(新溪桥北三路)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六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安义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部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新建区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医学科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三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县中医院(澄湖西路)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进贤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医院南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胸科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江西 南昌市 安义县妇幼保健所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长征医院-门诊部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江纺医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新建县中医院立新路门诊部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向塘分院 二级
江西 南昌市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职工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中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儿童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口腔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脑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肿瘤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一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口腔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第二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胸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中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仙林鼓楼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友谊整形外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北院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明基医院 三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儿童医院河西院区 三甲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雨花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中心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武警江苏总队南京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栖霞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秦淮区中医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浦口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六合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大厂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建邺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江宁区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上海梅山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二级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市止马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级
广西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中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三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分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武警广西总队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广西 南宁市 广西骨伤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中医医院 三甲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横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武鸣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工人疗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崇左市复退军人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同济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南宁市邕宁区中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隆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西 南宁市 隆安县中医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三甲
福建 南平市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三甲
福建 南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医院 三甲
福建 南平市 南平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南平市延平区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政和县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政和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南平市宁康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武夷山市立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武夷山市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松溪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顺昌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顺昌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邵武市人民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邵武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邵武市第二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浦城县城郊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浦城县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浦城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浦城县新华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南平市第二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建阳市立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建瓯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中西结合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光泽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南平市 光泽县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如皋市中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如皋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如东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如东县丰利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如东县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启东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人民医院-门诊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华中路)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海安县中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中医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院 三甲
江苏 南通市 启东市中医院 三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南1门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如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南通市 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 二级
河南 南阳市 南阳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南阳市 南阳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南阳市 南阳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南阳市 社旗县中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鄞州区第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康宁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镇海区炼化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第四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象山县中医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第一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第六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康复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眼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第九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中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第二医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奉化市中医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奉化市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中医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急救站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鄞州第二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钱湖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鄞州区第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镇海区炼化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象山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中医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鄞州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康复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门诊部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南院 三甲
浙江 宁波市 奉化市中医院 三级
浙江 宁波市 北仑区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奉化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保庆路院区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世南西路)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宁波市 宁波113医院 三级
河南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平顶山市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三甲
河南 平顶山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三甲
河南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平顶山市 汝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汝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汝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舞钢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郏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平顶山市 郏县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南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解放军203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分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市第七医院 三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五官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碾子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职工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结核病防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二厂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职工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公安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北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克东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中医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和平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拜泉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人民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克东县中医院 二级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卢龙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工人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青龙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三甲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骨科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三甲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四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军工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肿瘤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抚宁区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抚宁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抚宁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昌黎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二医院 三级
河北 秦皇岛市 昌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北戴河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三级
河北 秦皇岛市 河北省卢龙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中铁山桥集团医院 二级
河北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二分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城阳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盐业职工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北院区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即墨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即墨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中心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眼科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市立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解放军第四〇一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1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南院区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三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平度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青岛市 李沧区中心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胸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三级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莱西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莱西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院区 三甲
山东 青岛市 胶南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黄岛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曲靖市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云南 曲靖市 曲靖市中医医院 三甲
云南 曲靖市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云南 曲靖市 曲靖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曲靖市 宣威市中医医院 三甲
云南 曲靖市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云南 曲靖市 陆良县人民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第一医院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0医院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海院区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中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第三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正骨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眼科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永春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永春县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石狮市华侨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泉港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泉港区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泉州市光前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南安市中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南安市海都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南安市南侨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福建省南安市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中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安海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惠安县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惠安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泉州市正骨医院 三甲
福建 泉州市 德化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德化县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安溪县第三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安溪县中医院 二级
福建 泉州市 安溪县医院 三级
福建 泉州市 安溪县官桥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日照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日照分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五莲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山东省五莲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五莲县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五莲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莒县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日照市 莒县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东港医院-门诊部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山东 日照市 日照港口医院 二级
海南 三亚市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海南 三亚市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海南 三亚市 三亚市中医院 三甲
海南 三亚市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甲
海南 三亚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5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中医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第二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厦门眼科中心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仙岳医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口腔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海沧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第五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第三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儿童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三级
福建 厦门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湖里分院-西门 三甲
福建 厦门市 厦门莲花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友好妇产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第一医院(鼓浪屿分部)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仙岳医院(北区)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杏林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同民医院 二级
福建 厦门市 门翔安平安桥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中心医院 三甲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广东 汕头市 澄海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中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澄海区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皮肤医院 三级
广东 汕头市 潮阳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潮阳中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区华侨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南澳县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金平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潮南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潮阳区大峰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汕头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汕头市 珠池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公疗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夏邑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永城市第五人民医院-急诊科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虞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永城市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永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睢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宁陵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民权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民权县人民医院东区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民权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第三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市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商丘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柘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商丘市 柘城县中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长征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长海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奉贤区中心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岳阳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中医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杨浦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黄浦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建工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德济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远洋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嘉定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松江区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分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院区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枫林路门诊部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东分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院区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同仁医院威宁分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曲阳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杨浦区中心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徐汇区大华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天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利群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邮电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华山医院东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西郊骨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分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静安区市北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天山中医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上体伤骨科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医疗门诊部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奉贤区奉城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电力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中冶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松江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金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青浦区中医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浦东分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古华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奉贤区牙病防治所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杨浦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三康复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北路分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院院区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瑞慈健康管理中心（普陀店）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杨思医院 二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奉贤区奉城医院 二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安达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海华医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区） 三甲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嘉定分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三乙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北院 三级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中医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中心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嵊州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嵊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第二医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中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口腔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立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第五医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新昌县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新昌中医院(阳光路)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上虞市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 三甲
浙江 绍兴市 上虞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嵊州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绍兴市中心医院柯桥分院 三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宝安中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宝安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中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中医院第一门诊部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网络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儿童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福强院区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广东省公安边防总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光明新区中心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西丽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坪山新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康宁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眼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福田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蛇口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南澳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骨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坪山院区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深圳流花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西丽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三级
广东 深圳市 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深圳市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三甲
广东 深圳市 深圳中海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院区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北院区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军区总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省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儿童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肛肠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〇二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口腔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胸科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骨科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省金秋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中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3医院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二四五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辽宁电力中心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军区总医院北陵临床部 三甲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沈河区中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二四二医院 三级
辽宁 沈阳市 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七三九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康平县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铁西区中心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七0五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翔七0五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二级
辽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人民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太和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东风总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东风汽车公司花果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西苑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东风汽车公司茅箭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太和医院武当山分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铁路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房县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房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竹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竹溪县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竹溪县中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湖北省十堰太和医院 三甲
湖北 十堰市 茅箭区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十堰市郧阳区中医医院 二级
湖北 十堰市 郧西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人民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儿童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中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中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胸科医院 三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三级
河北 石家庄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零医院 三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三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优抚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东院 三甲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省老年病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友爱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石家庄平安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桥西口腔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正定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晋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行唐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新乐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井陉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灵寿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辛集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元氏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辛集市第一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高邑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藁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赵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灵寿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正定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赞皇县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平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辛集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晋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新乐市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元氏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高邑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正定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新乐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行唐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石家庄市 赵县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四平市 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乐余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锦丰镇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相城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吴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江苏盛泽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中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中医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高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0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广济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中医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平江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中医院 三级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苏州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三甲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儿童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肿瘤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中心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大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眼科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中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太原精神病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山西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原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太钢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中化二建集团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烧伤救治中心 三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万柏林区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杏花岭区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煤气化职工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迎泽区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商业职工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一〇九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中铁三局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荣军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和平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附属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市中医医院 三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西山煤矿总公司职工总医院 三级
山西 太原市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三级
山西 太原市 清徐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清徐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钢总医院 三甲
山西 太原市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交矿区总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交矿区总医院屯兰分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太原煤气化第二职工医院 二级
山西 太原市 古交市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工人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妇幼保健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中医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开滦总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第二医院 三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眼科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五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协和医院 三级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市中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铁路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滦南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第八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玉田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开滦马家沟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遵化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丰润区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遵化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第三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滦南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迁西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开平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丰南区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职工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玉田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丰润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玉田县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丰南市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新区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乐亭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玉田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开滦总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唐山工人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市中医医院 三甲
河北 唐山市 迁西县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肿瘤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口腔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儿童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眼科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胸科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环湖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院河西院区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公安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海河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蓟县人民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港口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四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北辰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大港油田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泰达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静海县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西青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海洋石油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柳林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口腔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和平区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宝坻区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红桥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咸水沽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康复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红桥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东丽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河北区妇产科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东丽区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武警8630部队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东丽区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北京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医院不用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宁河县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宁河县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蓟县中医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民政局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疗养院 二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儿童医院 三甲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坤如玛丽妇产医院 三级
天津 天津市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威海市 乳山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威海市 乳山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文登市立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中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中心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零四医院 三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三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环翠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卫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荣成市中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荣成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南院区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西院 三甲
山东 威海市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文登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文登区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肿瘤医院-外科楼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精神病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石岛整骨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威海市复退军人康宁医院 二级
山东 威海市 光华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人民医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中医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诸城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诸城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昌邑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寿光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 三甲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安丘市市立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青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临朐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昌乐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安丘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昌乐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安丘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市立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青州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皮肤病防治所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市立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肿瘤医院 三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皮肤病防治站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青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诸城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山东省青州荣军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寿光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临朐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安丘市眼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交通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市直机关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昌邑市妇幼保健院(富昌街分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临朐县朐山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口腔医院(潍坊市南关牙科医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口腔医院(新华分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口腔医院南关分院 二级
山东 潍坊市 潍坊医学院-口腔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中心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人民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八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南浦院区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中医院六虹桥院区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瓯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永嘉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永嘉县中医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永嘉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文成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泰顺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泰顺县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中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塘下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平阳县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平阳县中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苍南县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苍南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永嘉县中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人民医院（万松院区）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塘下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医附二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温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八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南浦院区 三甲
浙江 温州市 瓯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瓯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三级
浙江 温州市 平阳县中医院永新分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洞头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苍南县中医院-西门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鹿城精神病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中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红房子医院 二级
浙江 温州市 温州建国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新疆创伤外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七道湾院区）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五星截瘫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耳鼻喉专科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精神病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五洲男科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煤矿总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西山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安宁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自治区第一济困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八一钢铁公司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西山铁路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医院 二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 三甲
新疆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三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直属医院 三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三级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中医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8690部队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江阴市中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江阴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中医医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滨湖区中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1医院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门 三甲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三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新区凤凰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手外科(骨科)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渤海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新区老年护理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安国医院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解放军第五一五远望医院-南门 二级
江苏 无锡市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紫阳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三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汉阳门诊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华润武钢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武警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广州军区武汉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山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光谷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凤凰门诊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香港路门诊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街道口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徐东门诊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丁字桥特殊儿童训练中心 三甲
湖北 武汉市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丁字桥特殊儿童训练中心光谷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肿瘤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梨园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总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昌分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江汉北路门诊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花桥门诊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老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新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新华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一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四医院东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六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中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五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汉阳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钢第二职工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普仁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长江航运总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武昌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七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九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荣军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武东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二医院 二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普仁医院广惠分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职工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一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优抚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汉南区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三医院 二甲
湖北 武汉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普爱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新洲区中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花园山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警湖北省总队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妇产中心南湖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天佑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亚心七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沌口门诊部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七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工农兵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汉口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第八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钢铁公司第二职工医院 三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六七二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东湖医院 二级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六角亭院区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黄陂区中医医院 三甲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三级
陕西 西安市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人民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肿瘤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一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兵器工业总公司五二一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华山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航天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博爱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交通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友谊医院 三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中医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师范大学学府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新安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北车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北环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大兴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高新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航天总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民航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庆华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三桥武警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北方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九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四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五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电力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东方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儿童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儿童医院南区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红会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莲湖区地矿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未央区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新城区中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胸科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长安区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中心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中医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唐城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曲江院区）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电集团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航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解放军518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解放军第四五一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解放军三二三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中航工业西安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中铁一局西安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陕西省妇幼保健院（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后宰门院区）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曲江妇产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521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康复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中国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新安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8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京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唐都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临潼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兰州军区临潼疗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二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民航西安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蓝田县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省森工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市第十二医院 二级



陕西 西安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三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京消化病医院 三甲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凤城医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咸阳市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中心医院 三甲
陕西 咸阳市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杨凌示范区医院 三级
陕西 咸阳市 彬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三原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礼泉县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彩虹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旬邑县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中铁一局咸阳中心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三原县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泾阳县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郊分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乾县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秦岭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三原县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烟霞卫生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兴平市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礼泉县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旬邑县中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泾阳县骨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精神病康复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朝阳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长武县中医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市精神病专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兴平市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彬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旬邑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兴平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乾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永寿县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永寿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县中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淳化县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武功县人民医院 二级
陕西 咸阳市 咸阳市口腔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中心医院 三甲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中医医院 三甲
湖北 襄阳市 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湖北 襄阳市 宜城市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东风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湖北 襄阳市 安定医院 三级
湖北 襄阳市 南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老河口市第一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谷城县人民医院 三级
湖北 襄阳市 谷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谷城县中医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 三甲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中心医院北区 三甲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湖北 襄阳市 襄阳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中航工业三六四医院-北门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口腔医院 三级
湖北 襄阳市 南漳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樊市铁路中心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州区人民医院-门诊部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南漳县中医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保康县中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老河口中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宜城市中医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襄阳市肿瘤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老河口市第二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结核病防治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宜城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保康县人民医院(迎宾路)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保康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枣阳市妇幼保健院(人民路) 二级
湖北 襄阳市 老河口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新乡市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三甲
河南 新乡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七一医院 三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三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新乡市 河南省荣军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封丘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封丘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获嘉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辉县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辉县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原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延津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新乡新华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延津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新乡市 卫辉市中医院 二级
江西 新余市 新钢中心医院 三级
江西 新余市 新余市人民医院 三甲
江西 新余市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江西 新余市 新余市中医院 三甲
江西 新余市 新余第二医院-西门 二级
江西 新余市 分宜县中医院 二级
江西 新余市 分宜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肿瘤医院-门诊部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第二中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固始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商城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淮滨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息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商城县人民医院(商城县卫生监督执法所南)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罗山县人民医院(宝城西路)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罗山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固始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光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潢川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中心医院 三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四中心医院 三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信阳市 信阳市中医院 三甲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新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县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威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威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清河县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清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清河县精神病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第三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民政总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第五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总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眼科医院 三级
河北 邢台市 平乡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宁晋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宁晋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内丘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南和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南宫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南宫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南宫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巨鹿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广宗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柏乡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沙河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市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内丘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清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绿链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临西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临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邢台矿业集团公司邢台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隆尧县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沙河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沙河市精神病医院 二级
河北 邢台市 河北省任县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中心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儿童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中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矿务集团总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口腔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邳州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邳州市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新沂市人民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新沂市中医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矿山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三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甲
江苏 徐州市 沛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沛县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睢宁县中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电力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丰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丰县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徐州市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许昌市 鄢陵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长葛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襄城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禹州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长葛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禹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禹州市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襄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中心医院 三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按摩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建安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鄢陵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鄢陵县中心医院-北门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河南省禹州市职工医院-北门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魏都区公疗医院 二级
河南 许昌市 长葛市妇幼保健院-北门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桃村中心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栖霞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海阳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海阳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三级
山东 烟台市 牟平区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牟平区口腔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业达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口腔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7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烟台毓璜顶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芝罘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海港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三级
山东 烟台市 莱阳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蓬莱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蓬莱市中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长岛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烟台市北海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龙口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龙口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龙口矿务局中心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南山医院 三级
山东 烟台市 405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招远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招远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龙口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烟台市 莱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江苏 扬州市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三级
宁夏 银川市 永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宁夏中医研究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银川市中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宁夏武警总队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长庆燕鸽湖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院 三甲
宁夏 银川市 灵武市中医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灵武市人民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二级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垣曲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永济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东院) 三甲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中医医院 三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第二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皮肤病防治中心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儿童医院 三甲
山西 运城市 盐湖区人民医院-急诊科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第三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新绛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夏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绛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541总医院 三级
山西 运城市 闻喜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万荣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平陆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临猗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临猗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河津市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山西铝厂职工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中心医院(西院) 三甲
山西 运城市 稷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山西省芮城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中条山集团总医院急诊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解州骨科运城分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夏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芮城中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临猗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运城市头针研究所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夏县中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河津市中医医院 二级
山西 运城市 河津市中心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北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阳原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沙岭子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下花园区医院第二门诊部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蔚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蔚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万全区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眼科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三级
河北 张家口市 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 三甲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第五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第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北方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怀来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崇礼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河北 张家口市 宣化区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怀安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怀来县中医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崇礼县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宣钢职工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涿鹿县中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沽源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北 张家口市 涿鹿县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人民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妇产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儿童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中心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中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一汽总医院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口腔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人民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八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电力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前卫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新民院区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第二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吉大二院民康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心理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一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武警总队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榆树市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医科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双阳区医院(竹山路分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中德骨科医院 三级
吉林 长春市 榆树中医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八一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民康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九台市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二部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妇产科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双阳区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市双阳区中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德惠市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骨伤医院 三甲
吉林 长春市 通源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农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吉林 长春市 长春日坛血管病医院 二甲
湖南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3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浏阳市中医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中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人民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儿童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肿瘤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脑科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中心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第一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武警湖南总队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浏阳市人民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地矿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口腔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第三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第四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长沙老年康复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航天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财贸医院 三级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宁乡县人民医院 二级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市中医医院 三甲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省荣军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颐和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郑州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骨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胸科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桥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惠济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职工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中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二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儿童医院东区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康复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皮肤病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中牟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中牟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荥阳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荥阳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新郑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新郑市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新密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儿童医院东区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黄河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儿童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金水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院城东路门诊部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河南公安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巩义市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郑州市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三甲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口腔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郑州市 登封市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中医院 三甲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三甲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三乡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东凤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东凤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黄圃人民医院-门诊部 二级
广东 中山市 中山市阜沙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大坪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中山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肿瘤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望江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江陵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红十字博爱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解放军第324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十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北碚区精神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天府矿务局总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西南师范大学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钢总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大渡口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新桥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西南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沙坪坝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嘉陵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沙坪坝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陈家桥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传染病医院/平顶山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巴南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第七人民医院烧伤救治中心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同济老年医院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九龙坡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九龙坡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长城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西郊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建设集团建设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九龙坡区地二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南岸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国防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港口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南岸区第一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忠县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院道门口院区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医院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云阳县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北部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巫山县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巫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武隆县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三峡妇女儿童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铜梁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西南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沙坪坝区陈家桥中心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璧山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璧山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荣昌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三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梁平县中医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梁平县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开县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建设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院南桥寺院区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骑士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合川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涪陵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垫江县中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北碚区中医院 三甲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医院 三甲
浙江 舟山市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舟山医院 三甲
浙江 舟山市 舟山医院妇幼保健院区 三甲
浙江 舟山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三医院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住院大楼 三甲
浙江 舟山市 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白虎山路)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舟山市中医院(新桥路)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普西医院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岱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岱山县中医院 二级
浙江 舟山市 舟山普陀中医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三级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广东 珠海市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三甲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人民医院 三甲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珠海高新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红旗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平沙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解放军第一六八医院(东北门)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 二级
广东 珠海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市金湾中心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医院 三甲
河南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三级
河南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河南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三级
河南 驻马店市 上蔡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西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泌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正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西平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平舆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上蔡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正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确山县人民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遂平县中医院 二级
河南 驻马店市 汝南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医院 三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中医医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山东铝业公司医院 三级
山东 淄博市 张店区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张店区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中心医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沂源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临淄区人民医院 三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川区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临淄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桓台县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桓台县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高青县中医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第一医院分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第一医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博山区中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中心医院北院区 三级
山东 淄博市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解放军第148医院 三甲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博山区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市康复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博矿业集团双山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周村人民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淄川医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周村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山东 淄博市 高青县人民医院 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