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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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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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63138591 消化内科、泌尿外科、中西医结合

北京 东城区 公立 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 8610‐69156699 泌尿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皮肤科、骨外科

北京 东城区 私立 北京恒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4000106160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乳腺外科、妇产科综合、中医综合
科、肿瘤内科

北京 东城区 私立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8610‐67086611 中医综合科

北京 东城区 私立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8610‐57159610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北京 西城区 公立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医疗部 8610‐88001248 中医综合科

北京 西城区 公立 北京协和医院西单院区国际医疗部 全部通过协和医院APP预约 内分泌科、乳腺外科、妇科

北京 西城区 公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4006130330 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外科、心脏外科、
妇产科综合、疼痛科

北京 西城区 私立 北京新世纪国际儿童医院
8610‐68025588*8000
8610‐88046100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小儿外科、耳鼻咽喉科

北京 丰台区 私立 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 86010‐8306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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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丰台区 公立 北京航天总医院-综合病房 8610‐88522784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中医综合科

北京 房山区 私立 北京燕化医院 8610‐80345566‐1666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皮肤科、
眼科

北京 大兴区 私立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8610‐4000107299
8610‐69079666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儿科综合、儿内科、小
儿外科、妇产科综合、妇科

北京 昌平区 公立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8610‐69006999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骨外科、手外科

北京 昌平区 公立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8621‐61870330 神经内科、泌尿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耳鼻咽喉
科、眼科

北京 昌平区 私立 北京霍普医院 4008109887 普通外科、乳腺外科、头颈外科

北京 昌平区 公立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13621068301 儿科综合

北京 朝阳区 公立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

8610‐84205121
8610‐64222952
8610‐84206498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中医综合科、骨外科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4001000016
8610‐64342399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8610‐67732700 眼科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帕森国际医疗中心 8610‐65167667 全科、普通内科、中医综合科、运动医学科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8610‐51783366
4001853366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善方医院 8610‐64136688 全科、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中医综合
科、眼科

北京 朝阳区 私立 北京明德医院 4008762747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传染科、皮肤科、中医综合科、手
外科

北京 海淀区 公立 北京大学医院 8610‐62754213 全科、普通内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8610‐62006666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熙仁医院 8610‐53828088 眼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400‐1000016 普通内科、儿科综合、妇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 8610‐52713366 全科、风湿免疫内科、烧伤科、骨肿瘤、骨外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8610‐53208999*5688 肛肠外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熙仁医院 8610‐53828088 眼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 400‐8189959 新生儿科、妇科

北京 海淀区 私立 北京圣宝妇产医院 8610‐62936699 妇产科综合

上海 上海市 公立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8621‐61870330 肝胆外科、微创外科、肿瘤综合科、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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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产科综合、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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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1‐64074887
8621‐64074887
8621‐64470399

新生儿科

上海 徐汇区 公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8621‐61870330
8621‐24056286
8621‐24056318

内分泌科、儿内科、小儿外科、骨外科

上海 徐汇区 公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宾部，逸仙医院 8621‐64038293 肾病内科、心血管外科

上海 徐汇区 私立 上海禾新医院 8621‐61957888 全科、儿科综合

上海 徐汇区 私立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8621‐64310609 心血管内科、胸外科、心胸外科、心血管外科

上海 徐汇区 私立 上海宋园美华妇儿医院 4001634482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

上海 普陀区 公立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特需诊疗科 8621‐66111451 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肾病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

上海 杨浦区 公立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8621‐61870330 肝胆外科、肿瘤综合科、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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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1‐61870330 消化内科、风湿免疫内科、泌尿外科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
8621‐58395238
8621‐38626141 全科、血液内科、心脏外科、肿瘤综合科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东方医院特诊部 8621‐58822171 骨外科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浦南医院南院（国际医疗部） 8621‐58360763 神经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

上海 浦东新区 公立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特诊部 8621‐68660640 肾病内科、中医综合科、中医骨科

上海 浦东新区 私立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 4008935111 妇科

上海 浦东新区 私立 上海瑞东医院, 国际医疗部
8621‐58331100
4006565120 全科、消化内科

上海 浦东新区 私立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4008920288 儿科

上海 虹口区 私立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8621‐55807790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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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长宁区 私立 上海天坛普华医院
8621‐62705300
8621‐51551858 全科、头颈外科、骨外科、耳鼻咽喉科

上海 闵行区 私立 上海百佳妇产医院 8621‐67285299 妇产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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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内科、肾病内科、血液内科、心血管外科

上海 青浦区 私立 上海德达医院 8621‐61870330 全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儿科综合、妇科

上海 静安区 公立 上海市儿童医院特诊部
8621‐62793211
18917180952

神经内科、心胸外科、儿科综合、儿内科、新生儿科、小
儿外科

上海 静安区 公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国际诊疗部 8621‐66301081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泌尿外科、心胸外科
、骨外科、眼科

上海 静安区 私立 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8621‐66298888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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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科、妇科

广州 天河区 公立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雅和医疗 8620‐38777688 消化内科、妇产科综合

广州 天河区 公立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特需病
区

8620‐38688209 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肝胆外科、
乳腺外科、儿科综合、中医综合科、骨外科、眼科

广州 海珠区 公立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谊桥楼 8620‐62782637 胸外科、儿科综合、肿瘤综合科、骨外科、耳鼻咽喉科

广州 番禺区 私立 祈福医院VIP贵宾中心
8620‐84718123
8620‐84718123 肾病内科、器官移植、针灸科、肿瘤综合科

广州 白云区 公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惠侨楼
8620‐61642284
8620‐62787098 消化内科、肾病内科、器官移植、肿瘤综合科

广州 越秀区 公立 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和特需病区
8620‐83874283
8620‐83874293 心血管内科、肝胆外科、肿瘤综合科

广州 越秀区 私立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8620‐87313392
4006007911 眼科



廊坊 廊坊市 公立 河北燕达医院 4008982010 心内科

廊坊 廊坊市 私立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86316‐3306328 血液内科、肿瘤综合科

长春 南关区 私立 吉林省心脏病医院 400120120 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心脏外科

长沙 开福区 公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
86731‐89752088
86731‐89752090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心胸外科、耳鼻咽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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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31‐85600552(喻老师）
肝病科、心血管病科、骨伤科、儿科、妇产科、耳鼻咽喉
科

常熟 常熟市 公立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86512‐52223970
4006130330

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儿科综合
、肿瘤内科

常州 天宁区 公立 常州市中医医院‐国际服务部
86519‐8989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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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中医综合科、中医骨科、骨外科
、脊柱外科、中西医结合

成都 成华区 私立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
8628‐68100800
8628‐68100811 眼科

成都 武侯区 私立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13678099030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

成都 武侯区 公立
四川省国际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附一医院）
金卡医院

8628‐85422408
8628‐85586698 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

成都 金牛区 私立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 8628‐81922222 妇产科综合

成都 青羊区 私立 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8628‐65311888 儿科综合、新生儿科、妇产科综合、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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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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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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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3‐65659393 全科、普通外科

大连 中山区 公立 大连友谊医院 86411‐82717393 普通内科、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
合、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大连 开发区 私立 大连金石滩医院 86411‐87902617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耳鼻咽喉科、眼
科

大连 开发区 私立 大连维特奥国际医院
86411‐39271901
86411‐39276866 普通内科、消化内科、儿科综合、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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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外科、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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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外科、放射科

东莞 东莞市 公立 东莞市人民医院-万江院区 86769‐28636166 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肾病内科、胸外科、肿
瘤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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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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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 东莞市 私立 东莞东华医院‐贵宾中心 86769‐2267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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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 龙华区 私立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86898‐66765555预约电话

86898‐66569201医保办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妇科

杭州 杭州市 私立 树兰（杭州）医院/浙江大学国际医院 15957166000 肝胆外科、妇科

杭州 拱墅区 公立 浙江省人民医院 VIP 医疗中心

86571‐85893830
86571‐85893832
18858135075

神经内科、心胸外科、微创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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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内科、微创外科

杭州 余杭区 公立 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1896808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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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
、肛肠外科、乳腺外科、心血管外科、儿科综合、新生儿
科、妇科、中医综合科、眼科

杭州 萧山区 私立 浙医二院国际医学中心（杭州明州医院） 86571‐83823552 泌尿外科、肝胆外科、骨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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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儿科综合、妇科、中医综合科
、骨外科

杭州 西湖区 私立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 86571‐56818009 儿科综合、妇科

合肥 瑶海区 公立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18256034184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

合肥 合肥市 公立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4006130330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

淮安 淮安 私立 淮安市中山医院 86517‐83776804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

惠州 惠州市 公立 惠州市中医医院（新院） 86752‐2189879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妇科

惠州 惠城区 公立 惠州市中医医院（旧院） 86752‐2189596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妇科

惠州 惠城区 公立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VIP中心 86752‐2359793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乳腺外科、妇产科综合

江阴 江阴市 公立 江阴市人民医院 18861629999 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肾病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

昆明 盘龙区 私立 云南瑞奇德医院 86871‐65741988 全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昆山 昆山市 私立 昆山宗仁卿纪念医院VIP中心 18912665050徐老师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骨外科、耳鼻咽
喉科、眼科

济南 历下区 公立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
心

86531‐68623094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

济南 历下区 公立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国际医疗部 86531‐8926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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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内科、胸外科、心胸外科、心血管外科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中医综合科、肿瘤综合科、骨
外科、耳鼻咽喉科



南京 栖霞区 私立 南京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13218000337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肿瘤综合
科

南京 鼓楼区 公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8621‐61870330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皮肤科

南京 鼓楼区 公立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8621‐61870330 普通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传染科、肝病科、骨外
科、手外科

南京 秦淮区 公立 南京市第一医院国际高端医疗中心
8625‐52271047
40061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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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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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内科、妇产科综合、骨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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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 北仑区 公立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国际部 86574‐86776201 普通外科

宁波 江北区 私立 宁波东易大名医院
86574‐28917777
86574‐27987918 妇产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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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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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 鄞州区 私立 宁波明州医院 86574‐83009077 普通外科、妇产科综合、骨外科

宁波 鄞州区 公立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国际医疗部
86574‐88030790
4008220909 全科、普通内科

琼海 琼海市 私立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4000010018 乳腺外科、妇科、妇科肿瘤

青岛 市南区 公立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 86532‐85937678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

青岛 市南区 私立 青岛妇婴医院国际医疗部 18661857502 妇产科综合

青岛 市北区 私立 青岛新世纪妇儿医院 86532‐58526688 儿科综合、妇科

青岛 黄岛区 公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
18563979229
86535‐86943020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沈阳 浑南区 私立 东北国际医院 8624‐62369911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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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外科、小儿外科、传染科、妇科

沈阳 大东区 私立 沈阳安联妇婴医院 8624‐31353333 新生儿科、妇科

沈阳 皇姑区 私立 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8624‐86912828 儿科综合、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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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南山区 私立 深圳美中宜和妇儿科医院 86755‐36886789 儿科综合、儿内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妇产科综合、
妇科



深圳 福田区 私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86755‐86913388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骨关节病、眼科

深圳 龙岗区 公立 龙岗中心医院 86755‐84806933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血液内科、普通外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儿科综合、新生儿科
、妇产科综合、妇科、中医综合科、麻醉科

深圳 罗湖区 私立 深圳远东妇儿医院 86755‐82613384 儿科综合、妇科

台州 温岭市 公立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86576‐89668383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皮肤科

苏州 工业园区 私立 苏州新世纪儿童医院 86512‐88176666 儿科综合

苏州 姑苏区 公立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
8621‐61870330
4006130330 眼科

苏州 姑苏区 公立 苏州市立医院‐特诊室
4006130330
86512‐62362800 消化内科、妇科、骨关节病

苏州 虎丘区 私立 苏州明基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86512‐80838800*5800 全科、妇产科综合

苏州 工业园区 私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
86512‐62627999
86512‐62627998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儿科综合、儿内科

天津 南开区 私立 天津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8622‐58982012 儿科综合、妇科

天津 和平区 私立 天津和平新世纪妇儿医院
8622‐60975151
8622‐60975274 儿科综合

天津 滨海新区 私立 天津泰达普华医院 8621‐61870330 普通内科、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

温州 瓯海区 公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6130330 泌尿外科、肝胆外科、骨外科

温州 温州市 公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6130330 消化内科、呼吸内科、乳腺外科、小儿外科、传染科

无锡 梁溪区 私立 无锡明慈心血管病医院国际部 86510‐68569677 普通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肾病内科、透析科、
心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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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耳鼻咽喉科、检验科

武汉 武昌区 公立 武汉市第三医院 4006130330 老年病内科、烧伤科

武汉 武昌区 私立 北斗星儿童医院 8627‐88077999 变态反应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武汉 江汉区 私立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15927090540 心血管内科、心胸外科

西安 碑林区 公立 陕西省人民医院 8629‐85251564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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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外科、
妇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西安 雁塔区 私立 西安长安强森医院 4009989120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综合、妇科、中医综合科



厦门 湖里区 公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特需部 8621‐61870330

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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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内科、老年病内科、风湿免疫内
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心胸外科
、妇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厦门 思明区 私立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86592‐2116266 眼科

厦门 思明区 公立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特需医疗服务区 86592‐2662008 妇产科综合

烟台 高新区 私立 烟台爱丽美妇产医院 86535‐6757000 儿科综合、妇产科综合

义乌 义乌市 公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86579‐89935635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骨科、心胸外科、普外科、内分泌
科、肾内科、血液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
科

镇江 润州区 公立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8621‐61870330 神经外科、心胸外科、血液科、心血管科、泌尿外科、普
外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骨科

镇江 镇江市 私立 镇江瑞康医院 86511‐83681999 普通内科、耳鼻咽喉科

张家港 张家港市 公立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86512‐56919555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

张家港 张家港市 公立 张家港中心医院
86512‐58588999
86512‐58542093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乳腺外科、儿科综合、
妇科、皮肤科

张家港 张家港市 公立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86512‐56919555 妇科、神经外科、肿瘤科、普外科

张家港 张家港市 公立 张家港中心医院
86512‐58588999
86512‐58542093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肛肠外科、乳腺外科、儿科综合、
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