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付医院列表
Direct Billing Providers List

直付指南

1. 请带上您的保险卡及含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明。不能使用复印件。

2. 处方药必需由本人领取。家属/亲戚/朋友不可以代表您去取处方药物。

3. 务必记得在您离开医院之前确认就诊金额并在理赔表上签字。

4.如果您在直付医院就诊的过程中遇到了任何麻烦，请与我们的客服中心联系：021-6187-0247。

其他

1. 直付医院会列举一些特色专科的信息供您参考。

 
2. 儿童推荐在儿童专科医院或门诊就诊。如需就诊综合性医院，请参照备注选择适合的医院。

3. 我们的直付医院仅仅只是将您的账单寄给我们公司做了直接的处理从而给我们的客户您带来了便捷的服务。直付医院没有责任去判断某一项治疗是否在您的保障计划中。如果

您对您的保险范围/福利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我们的客服中心电话 021-6187-0247。 在某些案例中，一个直付的理赔可能不全在保险范围内，此类的原因有：这项治疗不在您的保

险制度内，或者应该由您支付的年度免赔额，或者您已经超过了最大的年度给付限额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已经代表您付款给了医院，那我们的客服将会联系您偿还我们
的费用。具体涵盖医院及理赔范围，请查阅您的保险条款。



城市 区域 医院属性
医院名称 预约电话

北京 东城区 公立 北京陆军总医院 8610-66721960

北京 东城区 公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

8610-84012662

北京 东城区 公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国际医疗
部

010-63138591
18618226271
18618226269

北京 东城区 公立
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

010-69156699(客户自行

预约电话（可预约一周内
号源）)
010-69155259(特约专家

门诊：病人可点名预约协
和专家教授，必须客户自
己打电话,不能代约)

北京 东城区 私立 北京恒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4000106160

北京 东城区 私立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8610-67086611

北京 丰台区 私立 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 86010-83066716

北京 丰台区 私立
北京新景安太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太
嘉园医院

010-67535599

北京 昌平区 公立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13621068301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天使妇儿医院北苑分院 8610-84937070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二十一世纪医院
8610-84446168*2003
8610-84446168*0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帕森国际医疗中心 8610-65167667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8610-51783366
4001853366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明德医院 4008762747

北京 海淀区 公立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8610-59235306
86-13811956642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8610-62006666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熙仁医院 8610-53828088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海婴妇产医院 010-82652229

北京 西城区 公立 北京按摩医院-特需部
010-66163116*800
010-66162116

北京 西城区 公立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4006130330

北京 西城区 私立 北京健宫医院国际部
8610-63561730
86-13520499000*2474

北京 西城区 私立 北京新世纪国际儿童医院
8610-68025588*8000
010-88046100

上海 宝山区 私立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美兰湖分
院

8621-36557811

上海 徐汇区 公立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VIP贵宾

部

021-64074887
8621-64074887
8621-64470399

上海 徐汇区 私立 上海禾新医院 8621-61957888

上海 徐汇区 私立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上海 普陀区 公立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特需诊疗科 021-66111451

http://www.tongjihospital.com.cn/
http://www.yodak.net/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cn/
http://www.ipmch.com.cn/
http://www.ipmch.net/
http://www.ncich.com.cn/
http://www.bjsjgyy.com/index.html
http://www.fuwaihospital.org/Hospitals/Main
http://www.massage-hospital.com/
http://www.eyemax.cn/
http://www.baodaohealth.com/
http://www.pkuh6.cn/
http://www.oasishealth.cn/l-cn/
http://www.ncich.com.cn/
http://www.passion-medical.com/
http://www.21-hospital.com/
http://www.angelhospital.com.cn/
http://www.jdetyy.com/
http://www.ycnfck.com/
http://www.bjnjh.com/
http://www.hmzyet.com/
http://www.henghehospital.com/
http://www.pumch.ac.cn/
http://www.bfh.com.cn/
http://www.dzmhospital.com/Html/Departments/Main/Index_591.html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浦东
分院）特需部

4006130330
61870330
68383505
68383550
68383120
8621-61870330
021-4006130330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

8621-58395238
021-38626141
021-58395238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东方医院特诊部 8621-58822171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浦南医院南院（国际医疗部） 8621-58360763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特诊部

上海 浦东新区 私立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 4008935111

上海 浦东新区 私立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4008920288

上海 长宁区 私立 爱尔眼科集团-上海--国际患者服务部 8621-32519930

上海 闵行区 公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第一诊疗中心 86-95169

上海 青浦区 私立 上海德达医院 8621-61870330

上海 静安区 公立 上海市儿童医院特诊部
021-62793211
18917180952

上海 静安区 合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021-52889998
021-62483986

上海 黄浦区 私立 上海瑞视维景眼科医院 8621-64377445

广州 天河区 私立
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中山三院国际妇产

中心)
8620-36663663

广州 海珠区 公立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谊桥楼） 8620-62782637

广州 海珠区 公立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8620-61650888

广州 番禺区 私立 祈福医院VIP贵宾中心
8620-84718123
020-84718123

广州 白云区 公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惠侨楼）
8620-61642284
8620-62787098

广州 越秀区 公立 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和特需病区

8620-83874283
8620-83874293
8620-
83874283*2980/2981
8620-
83874293*2980/2981
8620-
83874283*8981/8980
8620-
83874293*8981/8980

广州 越秀区 私立 卓正医疗淘金医疗中心

86-4008220909
8620-83634082
8620-83634080

长春 南关区 私立 吉林省心脏病医院 86-400120120

长沙 岳麓区 私立 卓正医疗梅溪湖医疗中心 0731-85824806

长沙 开福区 公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
86731-89752088
86731-89752090

长沙 雨花区 公立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

0731-85600552(中文，喻

老师）

15367317410
（ForEnglishservice）

常熟 公立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86512-52925511

http://www.jixin.com/
http://www.distinctclinic.com/
http://www.e5413.com/
http://www.nfyy.com/
http://www.clifford-hospital.org.cn/
http://www.zjyy.com.cn/index.html
http://www.rjeye.com/
http://www.sh-hwmc.com.cn/
http://www.shchildren.com.cn/
http://ch.shmu.edu.cn/
http://www.aier021.com/en/
http://www.hosno7.com/shsqyy/ylfw/index.jhtml
http://www.punanhospital.com/
http://www.easthospital.cn/
http://www.scmc.com.cn/
http://www.renji.com/


常州 天宁区 公立 常州市中医医院-国际服务部

常州 新北区 公立 常州第四人民医院国际医疗部

成都 成华区 私立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
028-68100800
028-68100811

成都 武侯区 私立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13678099030

成都 金牛区 私立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 8628-81922222

成都 青羊区 公立 四川省人民医院金卡医疗部

8628-87394888
028-87394888
8628-87799173

成都 青羊区 私立 卓正医疗光华医疗中心 028-86962186

重庆 永川区 公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8623-49390000
8623-85382120

重庆 渝北区 公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医院
8623-65659393
023-65659393

大连 中山区 私立 大连壹舟国际名仕诊疗中心 86411-39811918

大连 沙河口区 公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医疗部 86411-84394929

大连 金州区 公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部,特需医

疗部
86411-87640661

东莞 私立 东莞市光华医院
860769-22661959
860769-22668800

东莞 东莞市 私立 东莞东华医院-VIP贵宾中心

海口 龙华区 私立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0898-66765555预约电话

0898-66569201医保办

杭州 私立 树兰（杭州）医院/浙江大学国际医院 15957166000

杭州 拱墅区 公立 浙江省人民医院 VIP 医疗中心

86571-85893830
86571-85893832
18858135075

杭州 江干区 公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国际医疗

中心
86571-86006118

杭州 西湖区 私立 浙江绿城心血管医院-VIP
86571-88857888
86571-88857888*80237

杭州 西湖区 私立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 86571-56818009

合肥 公立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86-4006130330

淮安 公立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3861595255

惠州 公立 惠州市中医医院（新院） 86752-2189879

惠州 惠城区 公立 惠州市中医医院（旧院） 86752-2189596

惠州 惠城区 公立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VIP中心 86752-2359793

江阴 公立 江阴市中医院

86510-86703007
17768318877
13921213899

昆明 盘龙区 私立 云南瑞奇德医院 86871-65741988

昆明 盘龙区 私立 云南瑞奇德医院
86871-6574
86871-65741988

南京 秦淮区 公立 南京市第一医院国际高端医疗中心
8625-52271047
400-6130330

南通 崇川区 公立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21病区（外宾病

房）
8621-61870330

宁波 北仑区 公立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86574-86877100
86574-86827211

http://www.zhxyy.com/
http://www.nt2191.com/
http://www.njsdyyy.com/index.html
http://www.intrh.com/
http://www.intrh.com/
http://www.jyzyy.com.cn/
http://www.hzdsrmyy.com/
http://v.hzaima.com/
http://www.greentownhospital.com/
http://www.srrsh.com/html/main/srrsh/
http://122.224.70.230/web/vip/?l=en-us
http://www.shulanhealth.com/
http://www.168xd.com/
http://www.tungwah.com/
http://120tj.com/
http://www.dmu-1.com/
http://www.dmu-1.com/
http://www.5ecare.com/
http://www.hospital-cqmu.com/jinshan
http://www.ychcqmu.com/
http://www.samsph.com/
http://www.angel-hospital.com/
http://www.cdangel.com/
http://en.aiereast.com/
http://www.czzlyy.com/indexxb.htm
https://my.mshasia.com/TPA/EmailTemplate/MemberEmail/Stellacui/TKP-IND/20181015150814/www.czzyy.com


宁波 海曙区 公立 宁波市第二医院
86574-83870950
86574-88120120

宁波 鄞州区 私立 卓正医疗鄞州医疗中心
0574-88030790
4008220909

青岛 市南区 公立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 0532-8593-7678

青岛 市南区 公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国际部
86532-82912072
86532-82911235

青岛 市南区 私立 青岛妇婴医院国际医疗部

青岛 黄岛区 公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

86-18563979229
86535-86943020
86-13626399061

沈阳 和平区 公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涉外医疗服务
中心/特诊部

8624-96615
18102496615

沈阳 皇姑区 私立 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8624-86912828

深圳 南山区 公立 深圳南山医院(特别保健中心) 86755-26476005

深圳 南山区 私立 深圳美中宜和妇儿科医院 0755-36886789

深圳 南山区 私立 深圳加美医疗中心 0755-26806622

深圳 福田区 公立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特诊科 4006130330

深圳 福田区 私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0755-86913388

深圳 罗湖区 私立 深圳远东妇儿医院 86755-82613384

苏州 私立 苏州新世纪儿童医院

苏州 姑苏区 公立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

苏州 姑苏区 公立 苏州市立医院-特诊室
4006130330
0512-62362800

苏州 工业园区 私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
0512-62627999
0512-62627998

天津 南开区 公立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8622-23626359

天津 南开区 私立 天津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8622-58982012

天津 和平区 公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022-60361234(8:00am-
11:30pm
2:00pm-4:30pm)
022-60363330(8:00am-
11:30pm

天津 开发区 私立 天津华达医疗机构-华泰医院
8622-25295666
8622-25295667

天津 西青区 公立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堂 8622-27987921

武汉 武昌区 公立 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8627-88041911*85519
8627-88319185

武汉 武昌区 公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干部特需门诊 8627-67813240

武汉 武昌区 私立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贵宾医疗服务中心
15071187947
8627-68893864

武汉 江汉区 私立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86-15927090540

武汉 洪山区 公立 湖北省中医院-VIP诊疗
86-13507185220
86-2787748108

厦门 思明区 公立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特需医疗服务区 86592-2662008

烟台 公立 蓬莱市人民医院 120

烟台 公立 蓬莱市中医医院 86535-5712120

张家港 公立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86512-56919555

http://www.syy.org.cn/
http://www.plzhyy.cn/
http://www.xmfybj.cn/
http://www.hbhtcm.com/
http://www.wahh.com.cn/
http://www.eye027.com/
http://www.znhospital.cn/
http://www.tjtcm.cn/
http://www.hthospital.cn/cn/default.asp
http://www.tjmugh.com.cn/
http://tianjin.amcare.com.cn/
http://www.tj-fch.com/
http://www.kowloonhospital.com/foreignguests/
http://www.smh.cc/
http://www.szeye.cn/
http://www.ncich.cn/
http://www.woman91.com/
http://www.hku-szh.org/
http://www.szrch.com/
http://www.canamhealthcare.com/index.htm
http://shenzhen.amcare.com.cn/
http://www.sznsyy.net/Default.aspx
http://en.23383838.com/
http://www.sj-hospital.org/
http://qdumh.qd.sd.cn/index.html
http://www.qdfyyy.com/index.html
http://www.qyfy.cn/index.html
http://qdslyy.qdslyy.cn/
http://www.nbdeyy.com/


张家港 张家港市 公立 张家港中心医院
86512-58588999
0512-58542093

http://www.zjgzxyy.org/


特色科室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心血管外

科、儿科综合、骨外科、眼科

中医综合科

消化内科、泌尿外科、中西医结合

泌尿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皮肤科、
骨外科

中医综合科、针灸科

消化内科、普通外科、心胸外科、中医综合科
、肿瘤综合科、肿瘤外科

妇产科综合

儿科综合

儿科综合、妇科

普通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疫苗、普通
外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儿童保健科、妇

科、康复科、耳鼻咽喉科、眼科、体检

全科、普通内科、中医综合科、运动医学科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传染科、皮肤科、中医

综合科、手外科

精神科、心理科、司法鉴定科、药物依赖治疗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

眼科

妇科、产科

中医综合科、针灸科、放射科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心脏外科

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儿科综合、中
医综合科、康复科、理疗科、耳鼻咽喉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小儿外科、
耳鼻咽喉科

妇产科综合、妇科、产前检查科

新生儿科、产科

全科、儿科综合

心血管内科、胸外科、心胸外科、心血管外科
、康复科

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肾病内科、普通外科、
儿科综合、精神科



消化内科、风湿免疫内科、泌尿外科

全科、血液内科、心脏外科、儿童保健科、肿
瘤综合科

骨外科

疫苗、神经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

中医综合科、中医骨科

齿科

眼科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血液内科、心血管外科
、康复科

神经内科、心胸外科、儿科综合、儿内科、新
生儿科、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肾病内科、疫苗、普通

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乳腺外科、传染
科、皮肤科、中医综合科、手外科、康复科、

运动医学科、体检

眼科

胸外科、儿科综合、肿瘤综合科、骨外科、耳

鼻咽喉科

肾病内科、器官移植、针灸科、肿瘤综合科

消化内科、肾病内科、器官移植、肿瘤综合科

心血管内科、肝胆外科、肿瘤综合科

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心脏外科

儿科综合、儿童保健科、皮肤科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心胸外科、
耳鼻咽喉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眼科



普通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儿科综合、

儿内科、小儿外科、妇科、产科、皮肤科、中
医综合科、中医骨科、骨外科、脊柱外科、体

检、中西医结合

肿瘤综合科、骨关节病

眼科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产科

妇产科综合、产科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眼科

全科、普通内科、儿科综合、儿童保健科、皮
肤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

、神经外科、骨外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全科、普通外科

普通内科、儿科综合、皮肤科、中医综合科

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外科、放射科

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外科、放射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

、肾病内科、血液内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骨外科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心理科、皮肤科、肿瘤综合科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产科

肝胆外科、妇科

神经内科、心胸外科、微创外科

心血管内科、微创外科

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儿科综合、妇科、
中医综合科、骨外科

儿科综合、妇科、产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乳腺外科、妇产科综
合、康复科

全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康复科

全科、儿科综合、妇科、产科、康复科

普通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血液内科、

心胸外科、心脏外科、眼科

消化内科、妇产科综合、骨外科

全科



神经内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
肝胆外科、乳腺外科、传染科、烧伤科、中医

综合科

全科、普通内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

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心理科、

骨外科

妇产科综合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

妇产科综合

普通外科、小儿外科、传染科、妇科、口腔科

儿科综合、妇科、产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传染科、

妇科、骨外科、耳鼻咽喉科

儿科综合、儿内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妇

产科综合、妇科、产科、产前检查科

全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普通内科、心血管内科、儿科综合、中医综合
科、耳鼻咽喉科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骨关
节病、眼科

儿科综合、妇科、产科

眼科

消化内科、妇科、产科、骨关节病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

、儿内科

全科、器官移植、儿科综合、耳鼻咽喉科

儿科综合、妇科、产科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

全科、儿科综合

针灸科

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耳鼻咽喉科、检验科

泌尿外科、器官移植、肿瘤外科、放射科

眼科

心血管内科、心胸外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

、内分泌科、肾病内科、风湿免疫内科、普通
外科、泌尿外科、肛肠外科、儿科综合、肝病
科、妇科、前列腺/生殖器感染、精神科、心

理科、皮肤科、肿瘤综合科、骨外科、理疗科

、耳鼻咽喉科、眼科、体检

妇产科综合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中医综合科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乳腺外科、
儿科综合、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