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医院清单 

一、浙江地区的指定医院清单如下，但不包括这些医院的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

复病房；同时本公司保留对指定医院变更的权利，今后若有变更，本公司将

及时通知投保人。 

杭州市 

拱墅区 
浙江省新华医院 杭州钢铁集团职工医院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上城区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妇保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口腔医院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下城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市中医院 

江干区 

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省青春医院 江干区人民医院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

夫医院 
  

西湖区 

浙江医院分院 浙江大学校医院 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西湖区人民医院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

七医院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滨江区 武警杭州医院 浙江省儿童医院  

萧山区 
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萧山区第四人民医院 

萧山区中医院 萧山医院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余杭区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余杭区中医院  

富阳区 
富阳市人民医院 富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富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富阳市中医院 富阳市中医骨伤科医院  

桐庐县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  

淳安县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建德市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 

建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建德市中医院  

临安市 临安市人民医院 临安市中医院  

宁波市 

海曙区 
宁波市妇儿医院 宁波市中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江东区 宁波市第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

三医院 
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江北区 宁波市第四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 
宁波市肝病医院 

北仑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心医院 
北仑区宗瑞医院  

镇海区 镇海区龙赛医院   



鄞州区 鄞州人民医院   

余姚市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 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 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 

余姚市中医院 余姚市人民医院  

慈溪市 
慈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慈溪市中医院 

慈溪市人民医院   

奉化市 奉化市人民医院 奉化市中医院  

象山县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象山县中医院  

宁海县 宁海县第一医院   

温州市 

鹿城区 

温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

八医院 
温州市红旗医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口

腔医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

光医院 

龙湾区 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瓯海区 
温州市精神病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医院 瓯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瓯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瑞安市 
瑞安市中医院 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瑞安市人民医院   

乐清市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乐清市中医院 

乐清市人民医院   

洞头县 洞头县人民医院   

永嘉县 永嘉县人民医院 永嘉县中医院  

平阳县 平阳县人民医院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平阳县中医院 

苍南县 
苍南县人民医院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苍南县中医院   

文成县 文成县人民医院   

泰顺县 泰顺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 

椒江区 
台州市第二医院 台州市中医院 台州市立医院 

台州中心医院   

黄岩区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岩区第三人民医院  

路桥区    

临海市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海市中医院 台州医院 

温岭市 
温岭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岭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 

温岭中医院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玉环县 玉环县人民医院 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 玉环县中医院 

天台县 天台县人民医院   

仙居县 仙居县人民医院 仙居县中医院  

三门县 三门县人民医院   

嘉兴市 



南湖区 
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秀洲区 嘉兴市中医院   

嘉善县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嘉善县第二人民医院 嘉善县中医院 

海盐县 海盐县中医院 海盐县人民医院  

海宁市 
海宁市人民医院 海宁市妇幼保健院 海宁市中医院 

海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平湖市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平湖市中医院 

桐乡市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桐乡市中医院   

湖州市 

吴兴区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医院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

八医院 

湖州市中医院 湖州市妇幼保健医院 湖州市中心医院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浔区 
湖州市南浔人民医院 湖州市双林人民医院 湖州市菱湖人民医院 

湖州市练市医院   

德清县 德清县人民医院 德清县中医院 德清县第三人民医院 

长兴县 长兴县人民医院 长兴县中医院  

安吉县 安吉县人民医院 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 安吉县中医院 

丽水市 

莲都区 
丽水市中医院 丽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丽水市中心医院   

龙泉市 龙泉市人民医院   

青田县 青田县人民医院   

云和县 云和县人民医院   

景宁畲族

自治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 
  

庆元县 庆元县人民医院   

缙云县 缙云县人民医院 缙云县第二人民医院  

遂昌县 遂昌县人民医院   

松阳县 松阳县人民医院   

舟山市 

定海区 

舟山市精神病医院 舟山市中医院 舟山市人民医院 

舟山市妇幼保健医院 
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

院 
 

普陀区 普陀区人民医院   

岱山县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嵊泗县    

绍兴市 

越城区 

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附

属医院 
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市中医院 

绍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   

柯桥区 绍兴县中医院 绍兴市华宇医院  

上虞区 上虞市人民医院  上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虞市中医院  

新昌县 新昌县人民医院  新昌县中医院   

嵊州市 嵊洲市人民医院  嵊洲市中医院   

诸暨市 

诸暨市红十字会医院  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  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  

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 诸暨市第六人民医院 诸暨市人民医院 

诸暨市中医院    

金华市 

婺城区 
金华市人民医院 金华市第五医院 婺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金华市第二医院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金华市中医院 

金东区    

兰溪市 
兰溪市人民医院 兰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兰溪市红十字会医院 

兰溪市中医院   

义乌市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 义乌市第三人民医院 义乌市中医院 

义乌市精神病医院 义乌市人民医院  

东阳市 东阳市中医院 东阳市精神病医院 东阳市人民医院 

永康市 
永康市人民医院 永康市第二人民医院 永康市红十字会医院 

永康市中医院 永康市精神病医院  

浦江县 浦江县人民医院 浦江县中医院  

武义县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武义县中医院  

磐安县 磐安县人民医院   

衢州市 

柯城区 
衢州市中医院 衢州市第三医院 柯城区人民医院 

衢化职工医院 衢州市人民医院  

衢江区 衢江区人民医院   

龙游县 龙游县人民医院 龙游县中医院  

江山市 江山市人民医院 江山市中医院  

常山县 常山县人民医院 常山县中医院  

开化县 开化县人民医院 开化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非浙江地区的本公司指定医院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护理；  

3、有合法职称的专业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4、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二级或以上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但

不包括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复病房； 

5、非主要作为康复医院、诊所、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