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药关怀团体特定药品医疗保险

服务手册



敬请注意

 《泰康药关怀团体特定药品医疗保险》的特定药品详见保险合同中的药品清单，我们仅对药品

清单中列明的药品提供用药服务。

 在前往指定的药店（清单见附件 2）领药前，为保障您的服务质量，请务必通过泰康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下述简称“本公司”或“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申请并由本公司服务人员预约确

认后再前往。

 本服务手册旨在指导您更好地使用特药服务，如发现服务手册与特药保险产品合同不一致，请

以特药保险产品合同为准。

 为向您提供便利的服务，在我们指定药店到店领取药品或者送药上门时，请备齐相关理赔材料，

以便工作人员收取。

 请您完整阅读本服务手册。



一、特药服务

1、 服务概况

本保险产品就特定药品（具体释义详见保险条款）为您提供特药服务，有关保险合同中本公司指定

的特定药品的清单可参见本服务手册所附的《特定药品清单》（请见附件 1），最终版本以保险条款

展示为准。

2 特药服务申请须知

2.1 申请预约购药服务

在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保险合同所定义的特定疾病，并且

所需药品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说明书中所列明的适应症及用法用量，对于该被保险

人因治疗该疾病发生的且满足保险合同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我们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对该被保

险人的医疗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您可向我们申请用药服务；所用特定药品须同

时满足的条件如下：

1) 该特定药品的处方须由医院的专科医生开具；

2) 该药品的药品处方每次开具的剂量不超过 1 个月；

3) 该药品是在医院或指定药店购买的药品；

4) 如在指定药店购买药品，需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指定药店直付用药流程”。

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之和以保险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名下的保险金

额为限。当被保险人的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之和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时，我们将不再提供用药

服务。

2.2 特药赔付比例

特药保险产品保障包括社保目录（《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药品处

方开具时的有效版本为准）内特定药品和社保目录外特定药品两种，我们按照以下比例提供用药服



务：

1）社保目录外特定药品费用：赔付比例为 100%

2）社保目录内特定药品费用：若被保险人已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政府主办补充医疗获得目

录内特定药品费用补偿，赔付比例为 100%。若被保险人未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政府主办

补充医疗获得目录内特定药品费用补偿，赔付比例为 60%。

2.3 特药服务期限

本特药服务期限同保险合同列明的用药保障时长，即疾病初次确诊之日起 1 年内。

3、特药直赔服务

申请人在指定药店购买特定药品的，申请人须在购买特定药品前向本公司提交特定药品直付用药申

请，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主要包括与被保险人相关的个人信息，诊断证明，与诊断证明相关

的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药品处方及其他所需要的医学材料。

如果申请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交特定药品直付用药申请，本公司不承担给付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的

责任。

本公司会对直付用药申请进行审核。

如果本公司审核药品处方时出现以下情况，本公司有权要求补充相关的医学材料：

（1） 所提交的医学材料不全或有其他瑕疵，不足以支持对该药品处方开展正常审核的；

（2） 所提交的医学材料中相关的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结果，不支持药品处方的开具。

如果直付用药申请审核未通过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直付用药申请审核通过后，本公司将提供购药凭证。

若申请人选择到指定药店自取特定药品的，则须在购药凭证生成后的 30 日内携带有效药品处方（若

原件已交本公司的除外）、购药凭证、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被保险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障卡（如有）到申请人与本公司确认取药的药店自取药品。

若申请人选择送药上门服务的，则须在购药凭证生成后的 30 日内预约送药时间和地点，本公司协调

指定药店进行冷链配送（如需，期间涉及的冷链及保价费用由申请人自行承担）到申请人的指定送

药地点，申请人收到药品时须提供有效药品处方（若原件已交本公司的除外）、购药凭证、被保险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被保险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如有）。

申请人按保险合同约定在指定药店购买特定药品，将由本公司与指定药店直接结算保障内特定药品

费用，本公司不再向医疗保险金受益人给付对应的款项。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

用应由申请人自行向指定药店支付。

4、特药服务承诺

1）审核时效

资料完整齐全情况下，惠医将会对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及处方等信息进行核实，若不符合实际情况

或医学要求，可能影响审核结果。

2）药品配送时效

配送时效：

同城配送：上午预约，下午送达；下午预约，第二天早上送达；

异地配送：预约日起， 2-5 个工作日送达。

二、援助用药申请指导服务

援助用药申请指导服务为增值服务，如申请人符合相关条件，可协助指导申请，慈善援助用药仅限

中国大陆公民使用。

1、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的用药情况及自身条件符合慈善机构援助项目赠药申请条件（具

体以各慈善机构公布的最新药品援助计划为准），惠医（本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服务商，全称“惠医（天



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医生助理将联系被保险人并协助准备申请援助用药所需的材料。申请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医学材料及经济材料等。

2、慈善基金会审核通过后，将通知申请人至定点药房领取赠药，惠医医生助理将按照援助用药项目

周期提醒申请后续赠药申请及协助整理相关材料。

三、服务流程

3.1 特药服务流程概述

3.2 特药直付申请步骤简介

1）首先联系本公司进行报案；

2）根据理赔要求，提交理赔申请相关材料；

3）本公司经客户同意后，授权惠医特药咨询医师进行处方审核；

4）审核通过后，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通知客户结果，并由特药咨询医师与客户确认

药品领取相关事宜；

5）药品领取/签收。

3.3 到店领取/送药到家服务流程



3.4 援助用药流程

四、其他注意事项

1、 服务注意事项

1.1 特定药品清单中药品的适应症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药品说明书为准。

1.2 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服务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代其申请，并提供未成

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明和合法监护权证明。

2、 服务声明

2.1 到店自取视为药品已送达，自取过程中因您自身原因导致的药品损坏及由此产生额外的费用由您

本人承担。

2.2 若我们查明使用本服务的并非您（被保险人）本人，我们有权立即拒绝提供本服务并保留追偿

的权利。

2.3 由于特药服务流程涉及特定药品处方审核及特药直赔等服务，申请本服务视为您或申请人已同意

并授权本公司将您或申请人的个人信息提供给本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服务商（惠医）。我们承诺这些信

息不会被用于除提供特药服务之外的其他用途。

2.4 本服务手册描述内容如与保险产品条款有差异或不完整之处，以保险产品条款为准。

五、常见问题解答



Q1: 通常有哪些情况特种药品处方申请审核不通过？

通常在下列情况特种药品处方申请审核不通过：

1) 特定药品处方的开具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药品说明书中所列明的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不一致；

2）被保险人在生效日前已确诊恶性肿瘤——重度、恶性肿瘤——轻度（具体见保险合同释义），因

上述疾病及其并发症导致的特定药品费用。

以上情形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泰康药关怀团体特定药品医疗保险》条款为准。

Q2：若我自行在你们公司认可的药店付费购药，是否可以申请理赔？

申请人在指定药店购买特定药品的，申请人须在购买特定药品前向本公司提交特定药品直付用药申

请，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如申请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提交特定药品直付用药申请，本公司

不承担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附件 1：《特定药品清单》

序号 商品名 通用名 厂商

1 欧狄沃 纳武利尤单抗 施贵宝

2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君实生物

3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 杨森

4 安森珂 阿帕他胺 杨森

5 豪森昕福 氟马替尼 江苏豪森

6 安可坦 恩扎卢胺 安斯泰来/辉瑞

7 泰菲乐 达拉非尼 诺华制药

8 迈吉宁 曲美替尼 诺华制药

9 则乐 尼拉帕利 再鼎医药

10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百济神州

11 阿美乐 阿美替尼 江苏豪森

12 达希纳 尼洛替尼 诺华制药

13 福可维 安罗替尼 正大天晴

14 爱优特 呋喹替尼 和黄/礼来

15 拜万戈 瑞戈非尼 拜耳医药

16 泰欣生 尼妥珠单抗 百泰生物

17 索坦 舒尼替尼 辉瑞

18 赫赛汀 曲妥珠单抗 罗氏制药

注：本公司保留对《特定药品清单》进行变更的权力，如欲了解最新的列表情况，投保人可以登陆

泰康养老官网查询或者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6695522 咨询。



附件 2：《药房清单》

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药店如下，后续可能会有变化，届时以最新的药房清单为准。为保障您的权益，

在前往指定药店购买药品前，请务必按照直付用药流程提交特定药品直付用药申请，并按照要求提

交相关材料，由工作人员与您确认指定药店购药相关事宜。

序号 药店名 省份 城市

1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西城区

2 北京邻客大药房 北京市 海淀区

3 北京邻客智慧大药房 北京市 朝阳区

4 北京众协阳光大药房 北京市 西城区

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坝河南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樱花园东街店 北京市 北京市

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团结湖店 北京市 北京市

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玉泉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百朗园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蓟门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万柳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八角北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鲁谷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八大处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顺源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恩济庄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首都机场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骑河楼店 北京市 北京市

1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垂杨柳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兴月平安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东草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怡海康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普惠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温阳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知春东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酒仙桥南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坝河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呼家楼店 北京市 北京市

2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劲松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幸福村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月华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阎村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新镇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仙仁堂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幸福街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四季青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半壁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市 北京市



3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蓝靛厂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八角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古城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金顶街西口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圣福兴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看丹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广通苑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康静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酒仙桥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永安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4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红门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小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甘露园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高家园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工体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垡头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松榆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三里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房山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长顺店 北京市 北京市

5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张坊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镇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十渡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2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蒲黄榆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和义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4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东高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5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惠康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6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红旗村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聂各庄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8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永乐店 北京市 北京市

69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苹果园店 北京市 北京市

70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石景山店 北京市 北京市

71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模式口店 北京市 北京市

72 安徽国大药房 安徽省 合肥市

73 安庆上药众协大药房 安徽省 安庆市

74 蚌埠上药益药药房 安徽省 蚌埠市

75 合肥邻客大药房 安徽省 合肥市

76 合肥上药云健康医药药房 安徽省 合肥市

77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福马路店) 福建省 福州市

78 福建国大药房 福建省 厦门市

79 福州邻客智慧大药房 福建省 福州市

8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东大店) 福建省 福州市

81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古田路店) 福建省 福州市

82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金山店) 福建省 福州市



83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茶亭店) 福建省 福州市

84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达道路店) 福建省 福州市

85 泉州市国大药房 福建省 泉州市

86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市二院店) 甘肃省 兰州市

87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市一院店) 甘肃省 兰州市

88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总院店) 甘肃省 兰州市

89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兰大二院店) 甘肃省 兰州市

9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平凉店) 甘肃省 平凉市

91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药店天水店 甘肃省 天水市

92 兰州邻客大药房 甘肃省 兰州市

93 宁夏国大药房 甘肃省 宁夏市

94 佛山邻客大药房 广东省 佛山市

95 广州市南外大药房 广东省 广州市

96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广东省 深圳市

97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广东省 广州市

98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广东省 江门市

99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莞东城分店 广东省 东莞市

100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龙泉分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101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102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云浮市云城分店 广东省 云浮市

103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深圳龙岗分店 广东省 深圳市

104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惠州市启康分店 广东省 惠州市



105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肇庆端州分店 广东省 肇庆市

106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清远市清城分店 广东省 清远市

107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多宝路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08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高要湖西路分店 广东省 肇庆市

109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太阳城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10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山东凤分店 广东省 中山市

111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南沙海滨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12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开平新华路分店 广东省 开平市

113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岭南大道北分店 广东省 佛山市

114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人民中路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15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莞樟木头分店 广东省 东莞市

116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市一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17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荔湾路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18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鹤山人民路分店 广东省 鹤山市

119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国路分店 广东省 佛山市

120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石龙分店 广东省 东莞市

121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市红会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22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大德路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23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四会前进路分店 广东省 四会市

124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鼎湖区民兴路分公司 广东省 肇庆市

125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江门建设店 广东省 江门市

126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华第二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27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华第一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28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盈丰路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29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番禺福愉分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30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龙溪店 广东省 广州市

131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山西区中医院分店 广东省 中山市

132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凤山分店 广东省 佛山市

133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广西省 柳州市

134 广州上药益药药房 广州省 广州市

135 贵阳邻客药业 贵州省 贵阳市

136 海南邻客智慧药房 海南省 海口市

137 国药河北乐仁堂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38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河北省 唐山市

139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4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河北省 邢台市

141 乐仁堂 SPS+专业药房国药控股(第一店) 河北省 衡水市

142 石家庄邻客智慧药房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43 石家庄上药众协大药房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44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黄河路店) 河南省 郑州市

145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荥阳店) 河南省 郑州市

14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大学路店 河南省 郑州市

147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二医院大药房) 河南省 焦作市

148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经南五路店) 河南省 郑州市



149 河南国大药房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50 郑州邻客智慧大药房 河南省 郑州市

151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原阳县互联智

慧三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52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鹤壁市山城区

朝霞街店

河南省 鹤壁市

153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互联智慧二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54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市海马路

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55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互联智慧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56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延津县分公司 河南省 新乡市

157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博爱滨河路店 河南省 焦作市

158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伊川店 河南省 洛阳市

159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滑县祥泰苑店 河南省 安阳市

160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郸城金丹大道

店

河南省 周口市

161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郑市锦堂路

店

河南省 郑州市

162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鹤壁市黄山路

店

河南省 鹤壁市

163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浚县浚州大道

分店

河南省 鹤壁市



164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长垣长城大道

二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65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获嘉县健康路

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66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修武县人民医

院店

河南省 修武县

167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淇县麒麟郡店 河南省 鹤壁市

168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濮阳市黄河路

店

河南省 濮阳市

169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辉县市清晖路

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70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牧野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71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林州市人民医

院店

河南省 林州市

172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关林路店 河南省 洛阳市

173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击磬路

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74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健康路

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75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濮阳市人民医

院店

河南省 濮阳市

176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长垣市长城大 河南省 新乡市



道店

177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县人民医

院店

河南省 新乡县

178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焦作健康路店 河南省 焦作市

179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一附店 河南省 卫辉市

180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焦作市解放路

店

河南省 焦作市

181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向阳路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82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州中路店 河南省 洛阳市

183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新医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84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滑县分公司 河南省 滑县新

185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平原路店 河南省 新乡市

186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河南省 洛阳市

187 哈尔滨邻客大药房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88 哈尔滨市众协大药房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89 湖北新特药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黄梅人民路店 湖北省 黄冈市

190 湖北新特药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硚口店 湖北省 武汉市

191 武汉上药众协大药房 湖北省 武昌市

192 SPS+专业药房国药控股(郴州南院店) 湖南省 郴州市

193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杜鹃路店) 湖南省 长沙市

194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维安附一店) 湖南省 长沙市

195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维安河西店) 湖南省 长沙市



19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维安五一店) 湖南省 长沙市

197 湖南国大民生堂药房 湖南省 衡阳市

198 湖南上药益药药房 湖南省 长沙市

199 长沙邻客智慧大药房 湖南省 长沙市

200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碧桂园时

代城分店 C1B2:C30

湖南省 浏阳市

201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环湖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2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月亮岛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3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4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望龙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5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营盘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6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观沙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7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藏郡新寓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8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子山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09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龙塘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0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东四路分

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1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建西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2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古曲南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3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古曲南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4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塘岭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5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环北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16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巴陵中路分

店

湖南省 岳阳市

217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永和家园

分店

湖南省 永州市

218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西湖一村

分店

湖南省 衡阳市

219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青云北路分店 湖南省 醴陵市

220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梓园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21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娄底湘阳街分店 湖南省 娄底市

222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滨江南路分店 湖南省 株洲市

223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锦溪南路分店 湖南省 怀化市

224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宝庆路分店 湖南省 邵阳市

225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宝庆路分店 湖南省 邵阳市

226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湖南省 常德市

227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路分店 湖南省 益阳市

228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吉首建新路分店 湖南省 吉首市

229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古庸路分店 湖南省 张家界市

230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雨湖路分店 湖南省 湘潭市

231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香江城市

花园分店

湖南省 衡阳市

232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塔路分店 湖南省 郴州市

233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左家塘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34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丝茅冲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35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银双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36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五一路分店 湖南省 长沙市

237 长春邻客智慧药房 吉林省 长春市

238 吉林省上药众协大药房 吉林省 长春市

239 延边上药众协大药房 吉林省 延边州延吉

市

240 长春上药众协大药房 吉林省 长春市

241 SPS+国药控股(苏州同安康黎里店) 江苏省 苏州市

242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苏州同安康芦墟店) 江苏省 苏州市

243 SPS+国药控股专业药房普济连锁学士府店 江苏省 南通市

244 SPS 国药控股专业药房(江苏同安康中山北路店) 江苏省 苏州市

245 常州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江苏省 常州市

24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江苏省 苏州市

247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傅厚岗店) 江苏省 南京市

248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上海路店) 江苏省 南京市

249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长白街店) 江苏省 南京市

25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中华路店) 江苏省 南京市

251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江苏省 南京市

252 溧阳国大人民药房 江苏省 溧阳市

253 南京邻客智慧药房 江苏省 南京市

254 南京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江苏省 南京市



255 南京上医捌医药房 江苏省 南京市

256 苏州上药益药药房 江苏省 苏州市

257 无锡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江苏省 无锡市

258 徐州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江苏省 徐州市

259 扬州上药众协大药房 江苏省 扬州市

260 镇江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江苏省 镇江市

261 南昌邻客智慧药房 江西省 南昌市

262 南昌市上普大药房 江西省 南昌市

263 上饶上药益药药房 江西省 上饶市

264 大连邻客智慧药房 辽宁省 大连市

265 大连上药众协大药房 辽宁省 大连市

26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辽肿分店) 辽宁省 沈阳市

267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一方广场店) 辽宁省 沈阳市

268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中街店) 辽宁省 沈阳市

269 沈阳邻客大药房 辽宁省 沈阳市

270 沈阳上药众协大药房 辽宁省 沈阳市

271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272 呼和浩特邻客智慧大药房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273 银川邻客诊所 宁夏省 银川市

274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山东省 青岛市

275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解放路店) 山东省 临沂市

27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十泉路店) 山东省 临沂市



277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滕州分店) 山东省 枣庄市

278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山东省 临沂市

279 济南邻客大药房 山东省 济南市

280 济南邻客智慧大药房 山东省 济南市

281 济南上药众协大药房 山东省 济南市

282 青岛上药众协大药房 山东省 青岛市

283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华北星店) 山西省 大同市

284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山西省 太原市

285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 山西省 太原市

286 太原邻客智慧药房 山西省 太原市

287 太原上药云健康益药药房 山西省 太原市

288 西安邻客智慧大药房 陕西省 西安市

28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长安樱花一路中医诊

所

陕西省 西安市

29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太华北路五店 陕西省 西安市

29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雁塔电子二路中医诊

所

陕西省 西安市

29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碑林环城南路中医诊

所

陕西省 西安市

29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汉中竹园华府分公司 陕西省 汉中市

29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安康西堤口店 陕西省 安康市

29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安康金城首府店 陕西省 安康市



29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荔县西三环天桥店 陕西省 渭南市

29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八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29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纺建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29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明光路三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0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莲湖路中医诊所 陕西省 西安市

30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华州区吴溪公园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0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元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0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申店渡街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0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荔县花城路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0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安康兴华名城店 陕西省 安康市

30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澄城县五路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0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澄城县七路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0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澄城县阳光城二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0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商洛第十八分公司 陕西省 商洛市

31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芙蓉东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1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朱雀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1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荔县西二环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1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十一分店 陕西省 杨凌示

31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荔县中央城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1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新开门南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1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韩城世纪家园店 陕西省 韩城市

31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庆路六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1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浐河西路四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1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五典坡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团结西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区秦渡街道北新

街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沣镐东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丰收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庆西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三桥新街三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安康朝阳小区店 陕西省 安康市

32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十店 陕西省 杨凌示

32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坡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2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商洛第二十七分公司 陕西省 商洛市

33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荔县文殊广场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3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锦业路三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丰盛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米秦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富平县南韩二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3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鄠邑区娄敬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咸宁东路五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三环二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太白南路七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3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劳动南路四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华州区华润店 陕西省 渭南市

34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凤城五路四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长安街六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寨路三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太华北路四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元南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西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7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丰禾路七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8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周至西关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49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周至纬一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50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灞柳一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51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部大道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5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鄠邑区领秀城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5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居安路店 陕西省 西安市

35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商洛分公司 陕西省 商洛市

355 合肥上药云健康医药药房（药房） 上海市 徐汇区

356 上海邻客大药房 上海市 徐汇区

357 成都邻客大药房 四川省 成都市

358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国控四川南充店) 四川省 南充市

359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泰山路关爱店) 四川省 德阳市

36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小天北街店) 四川省 成都市



361 天津邻客智慧大药房 天津市 南开区

362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登高路店 西安曲 江新区

363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曲江池西路店 西安曲 江新区

364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未央东元路中医诊所 西安市 未央区

365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莲湖北关正街中医诊

所

西安市 莲湖区

366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奇台县药房)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昌吉自治州

367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鲁木齐市

368 乌鲁木齐邻客大药房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鲁木齐市

369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云南省 大理市

370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云南省 昆明市

371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北京路店) 云南省 昆明市

372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青年路店) 云南省 昆明市

373 昆明邻客大药房 云南省 昆明市

374 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 浙江省 丽水市

375 杭州邻客智慧药房 浙江省 杭州市

376 杭州全德堂药房 浙江省 杭州市

377 杭州上药众协大药房 浙江省 杭州市

378 宁波益保大药房 浙江省 宁波市



379 浙江国药大药房 浙江省 杭州市

380 重庆国药控股 SPS+专业药房医学院路店) 重庆市 渝中区

381 重庆邻客大药房 重庆市 沙坪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