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医院清单 

一、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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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   

青羊区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儿童专科医院 
成飞医院（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金牛区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市西区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武侯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航工业三六三医院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华区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核工业 416 医院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

院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新都区 新都区人民医院 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温江区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金堂县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双流县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双流县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郫县 郫县人民医院 郫县第二人民医院  

大邑县 大邑县人民医院   

蒲江县 蒲江县人民医院   

新津县 新津县人民医院 新津县中医医院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彭州市 彭州市人民医院 彭州市中医医院  

邛崃市 邛崃市人民医院   

崇州市 崇州市人民医院 崇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市中心医院 绵阳市人民医院 绵阳 404 医院 

绵阳市中医院   

游仙区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三台县 三台县人民医院   

安县 安县人民医院   

梓潼县 梓潼县人民医院   

盐亭县 盐亭县人民医院   

平武县 平武县人民医院   

江油市 江油市人民医院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市人民医院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德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中江县 中江县人民医院   

罗江县 罗江县人民医院   



广汉市 广汉市人民医院   

什邡市 什邡市人民医院 什邡市第二人民医院  

绵竹市 绵竹市人民医院   

南充市 

顺庆区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充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医院 

高坪区 南充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部县 南部县人民医院   

营山县 营山县人民医院   

蓬安县 蓬安县人民医院   

仪陇县 仪陇县人民医院   

西充县 西充县人民医院   

阆中市 阆中市人民医院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宜宾市川南医院   

宜宾县 宜宾县人民医院   

南溪县 南溪县人民医院   

高县 高县人民医院   

珙县 珙县人民医院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市中心医院 遂宁市中医院  

射洪县 射洪县人民医院 射洪县中医院  

大英县 大英县人民医院   

蓬溪县 蓬溪县人民医院   

眉山市 

东坡区 眉山市人民医院 眉山市中医院  

仁寿县 仁寿县人民医院   

彭山县 彭山县人民医院   

青神县 青神县人民医院   

洪雅县 洪雅县人民医院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人民医院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资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岳县 安岳县人民医院   

乐至县 乐至县人民医院   

简阳市 
资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简阳市

人民医院） 
  

自贡市 

贡井区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自流井区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沿滩区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荣县 荣县人民医院   

富顺县 富顺县人民医院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人民医院 乐山市中医院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乐山市武警医院 乐山市第二中医院  

沙湾区 沙湾区人民医院   

五通桥区 五通桥区人民医院   

犍为县 犍为县人民医院   

夹江县 夹江县人民医院   

井研县 井研县人民医院   

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人民医院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江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内江

市第三人民医院） 

威远县 威远县人民医院 威远县第三人民医院  

资中县 资中县人民医院   

隆昌县 隆昌县人民医院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泸州医学院附属第二/中医医

院 
泸州市人民医院 

纳溪区 泸州纳溪区人民医院   

龙马潭区 
泸州市第二 (泸县)人民医院

(仅限福集镇) 
  

泸县 泸县人民医院 泸县第二人民医院  

合江县 合江县人民医院   

古蔺县 古蔺县人民医院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达县 达州骨科医院 达县人民医院 达县中医院 

宣汉县 宣汉县人民医院   

开江县 开江县人民医院   

大竹县 大竹县人民医院   

渠县 渠县人民医院   

万源市 万源市中心医院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人民医院 广安市广安区中医院  

岳池县 岳池县人民医院   

邻水县 邻水县人民医院   

武胜县 武胜县人民医院   

华莹市 华莹市人民医院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市人民医院 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宝兴县 宝兴县人民医院   

荥经县 荥经县人民医院   

汉源县 汉源县中医院   

芦山县 芦山县人民医院   

汉源县 汉源县人民医院   

名山县 名山县人民医院   

石棉县 石棉县人民医院   

天全县 天全县人民医院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市人民医院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剑阁县 剑阁县人民医院   

旺苍县 旺苍县人民医院   

青川县 青川县人民医院   

苍溪县 苍溪县人民医院   

巴中市 

巴州区 巴中市人民医院 巴中市中医院  

平昌县 平昌县人民医院   

南江县 南江县人民医院   

通江县 通江县人民医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 西昌市人民医院 

会理县 会理县人民医院   

德昌县 德昌县人民医院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总医院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密地职工

医院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

工医院 
 

西区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米易县 米易县人民医院 米易县中医院  

盐边县 盐边县人民医院 盐边县人民医院渔门分院  

 

二、非四川地区的本公司指定医院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经国家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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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但不包括观察室、家庭病床、

联合病房、临时病房和康复病房； 

5、不包括精神病院、私人诊所，以及作为康复、疗养、护理、戒酒、戒毒的医疗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