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

医院区）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

市肿瘤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河南省

传染病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上街

区人民医院）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州市儿童医院（河南省儿

童医院）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郑州市口腔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市中医院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 

郑州大桥医院 郑州颐和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河南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黄河中心医院 

河南电力医院 河南省煤炭总医院 河南省职工医院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 新郑市中医院 新郑市妇幼保健院 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郑华信民生医院（原新郑

市人民医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登封市总医

院） 

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登封

市妇幼保健院） 
登封市中医院 

巩义市妇幼保健院 巩义市中医院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巩义人

民医院老院区、西区） 

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巩义

市总医院）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密市中医院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荥阳市人民医院 荥阳市中医院 荥阳市妇幼保健院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 

中牟县人民医院 中牟县中医院 中牟县妇幼保健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原解放军 153 医院）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区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河南科

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洛阳院区） 

洛阳市白马医院（洛阳市第十

一人民医院） 

洛阳新里程医院（洛阳中信

中心医院） 

洛阳北方企业集团职工医院

（洛阳 5111 医院）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 洛阳市中医院（涧西院区）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石化医院 

洛阳市交通医院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洛阳伊洛

医院) 
洛阳 202 医院（洛阳中心医院周山院区） 

汝阳县人民医院 汝阳县中医院 汝阳县妇幼保健院 洛阳仁大医院 

宜阳县人民医院 宜阳县中医院 宜阳县妇幼保健院 吉利区人民医院 

伊川县人民医院 伊川县中医院 伊川县妇幼保健院 洛宁县人民医院 

偃师区人民医院 偃师区中医院 偃师市妇幼保健院 洛宁县中医院 

嵩县人民医院 嵩县中医院 嵩县妇幼保健院 洛宁县妇幼保健院 

栾川县人民医院 栾川县中医院 栾川县妇幼保健院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新安县人民医院 新安县中医院 新安县妇幼保健院 孟津区妇幼保健院 

孟津区人民医院 孟津区中医院 
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孟津

公疗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洛阳院区、解

放军 150 医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焦作市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 

焦作市人民医院 焦作市中医院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医院 

焦作市五官医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 孟州市妇幼保健院 焦煤中央医院 

孟州市人民医院 孟州市中医院 孟州市民生医院（原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县人民医院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 温县中医院 中州铝厂职工医院 

沁阳市人民医院 沁阳市中医院 修武县人民医院 修武县中医院 

武陟县人民医院 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 武陟县中医院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 

博爱县人民医院 博爱县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焦作院区（原解放军 91 中心医院）  

安阳市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安阳市眼科医院 

安阳市中医院 安阳市肿瘤医院 安阳市灯塔医院 安阳地区医院 

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中

心医院)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安阳

市心血管病医院）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安阳

市口腔医院） 

安阳市脉管炎医院（安阳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阳县中医医院（安阳县中

医院）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医院(原

安阳县人民医院) 

安钢集团总医院（新里程安

钢总医院） 

林州第二医院（林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 

林州市人民医院 林州市中医院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 林州市肿瘤医院 

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 滑县中心医院 滑县中医院 滑县妇幼保健院 

内黄县人民医院 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黄县中医院 汤阴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汤阴县人民医院（安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滑县医院（新滑医院） 

南阳市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阳市中医院 

南阳市骨科医院 南阳市口腔医院 南阳市眼科医院 南阳市肿瘤医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高新医院 南阳南石医院 南阳油田总医院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

二附属医院（附属中医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

三附属医院 
南阳张仲景医院 

邓州市人民医院 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邓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邓州市中心医院 

邓州市中医院 邓州市妇幼保健院 方城县人民医院 方城县中医院 

南召县人民医院 南召县中医院 南召县妇幼保健院 淅川县人民医院 

南阳市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宛城区中医院 南阳市宛城区妇幼保健院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市卧龙区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卧龙医院 南阳市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淅川县中医院 

内乡县人民医院 内乡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乡中医院 内乡县妇幼保健院 

社旗县人民医院 社旗县中医院 社旗县妇幼保健院 社旗县健民医院 

社旗县五官科医院 唐河县人民医院 唐河县中医院 唐河县妇幼保健院 

新野县人民医院 新野县中医院 西峡县人民医院 西峡县中医院 

镇平县人民医院 镇平县第二人民医院 镇平县中医院 镇平县妇幼保健院 

桐柏县人民医院 桐柏县中医院 桐柏县中心医院  

河南红阳工业责任有限公司职工医院（南召红阳医院）   

许昌市 

许昌市人民医院 许昌市中医院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立医院 
许昌医院（原许昌县人民医

院） 
襄城县人民医院 襄城县中医院 

禹州市人民医院 禹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禹州市中医院 禹州市妇幼保健院 

鄢陵县人民医院 鄢陵县中医院 鄢陵医院（鄢陵县中心医院、鄢陵县公疗医院） 

长葛市人民医院 长葛市中医院 长葛市中心医院（长葛市公疗医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开封市 

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第

一人民医院） 

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第

二人民医院） 

开封市第六人民医院（开封

市传染病医院） 

开封市陇海医院（开封市铁

路医院） 

开封市中医院 开封市妇产医院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开封市儿童医院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兰考县中医院 

兰考县妇儿医院 兰考县妇幼保健院 
兰考县中心医院（原兰考县

公疗医院） 

兰考第一医院（原兰考县人

民医院） 

尉氏县人民医院 尉氏县中医院 尉氏县妇幼保健院 尉氏县中心医院 

杞县人民医院 杞县中医院 杞县妇幼保健院 杞县人民医院 

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封

县人民医院） 

祥符区妇幼保健院（开封县

妇幼保健院） 

解放军第九八八医院（开封

院区、原解放军 155 医院） 

通许第一医院（通许县人民

医院） 

通许县中心医院 通许县中医院 通许县妇幼保健院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中医院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平顶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平顶山河舞总医院（舞钢职工医院） 

舞钢市人民医院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解放军第九八九医院（平顶山院区、解放军 152 医院） 

汝州市人民医院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汝州第二人民医院 汝州市中医院 

宝丰县人民医院 宝丰县中医院 鲁山县人民医院 鲁山县中医院 

叶县人民医院 叶县中医院 郏县人民医院  

鹤壁市 
鹤壁市人民医院（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 鹤煤总医院（鹤壁市第二人民医院） 

鹤壁市中医院 淇县人民医院 浚县人民医院  

新乡市 

新乡县人民医院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新乡市中医院 

新乡市中心医院 新乡市中心东区医院 新乡市第四人民医院（新乡市铁路医院） 

获嘉县人民医院 获嘉县中医院 获嘉县妇幼保健院 卫辉市人民医院 

辉县市人民医院 辉县市中医院 辉县市妇幼保健院 卫辉市中医院 

封丘县人民医院 封丘县中医院 延津县人民医院 延津县中医院 

长垣市人民医院 长垣市中医院 长垣市妇幼保健 原阳县人民医院 

原阳县中医院 陆军第 83集团军医院（原解放军 371 中心医院）  

濮阳市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中原油

田总医院） 

濮阳市眼科医院（濮阳市第

二人民医院） 

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濮阳

市精神卫生中心）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濮阳市

儿童医院）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县人民医院 濮阳市中医院 濮阳县中医院 

范县人民医院 范县中医院 南乐县人民医院 南乐县中医院 

台前县人民医院 台前县中医院 
清丰县第一医院（清丰县人

民医院） 
清丰县中医院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三门峡市中医院 黄河三门峡医院 义马市人民医院 

三门峡第三人民医院 

（三门峡西铁路医院） 

陕州区人民医院 

（陕县人民医院) 

三门峡市湖滨区医院（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湖滨分院） 
义煤集团总医院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 灵宝市中医院 灵宝市妇幼保健院 

卢氏县人民医院 卢氏县中医院 渑池县人民医院 渑池县中医院 

济源市 

济源市中医院 济源市妇幼保健院 济源市肿瘤医院 济源市人民医院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济源市公疗医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指定就诊医院 
漯河市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漯河

市儿童医院）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漯河

市妇幼保健院） 

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漯河

市心血管病医院） 
漯河市中医院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漯河市郾城区中医院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 舞阳县人民医院 

临颍县人民医院 临颍县中医院 临颍县妇幼保健院 舞阳县中医院 

漯河市中心医院（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漯河市第五人民医

院、漯河市骨科医院） 

商丘市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 

商丘市中医院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商丘市中心医院（商丘医专二附院） 

永城市人民医院 永城市中医院 永城市妇幼保健院 永城市中心医院 

柘城县人民医院 柘城县中医院 柘城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柘城县公疗医院） 

宁陵县人民医院 宁陵县中心医院 宁陵县中医院 民权县人民医院 

夏邑县人民医院 夏邑县中医院 夏邑县妇幼保健院 民权县中医院 

虞城县人民医院 虞城县中医 虞城县妇幼保健院 神火集团总医院 

睢县人民医院 睢县中医院 睢县妇幼保健院 永煤集团总医院 

周口市 

周口市人民医院 周口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口市中心医院 周口市中医院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

儿童医院） 

周口市眼科医院（周口市第

七人民医院） 

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淮阳

区人民医院） 

西华第一医院（西华县人民

医院） 

周口淮海医院 周口永兴医院 淮阳区中医院 郸城县中心医院（郸城县第

二人民医院） 郸城县人民医院 郸城县中医院 郸城县妇幼保健院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项城市中医院 项城市妇幼保健院 项城市卫校中西医结合医院 

太康县人民医院 太康县第二人民医院 太康县中医院 太康县骨科医院 

鹿邑县人民医院 鹿邑县中医院 鹿邑县妇幼保健院 鹿邑真源医院 

扶沟县人民医院 扶沟县中医院 商水县人民医院 商水县中医院 

沈丘县人民医院 沈丘县中医院 沈丘县妇幼保健院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驻马店市中医院 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 

驻马店市妇幼保健院 遂平县人民医院 遂平县中医院 遂平县公疗医院 

新蔡县人民医院 新蔡县中医院 新蔡县妇幼保健院 上蔡县人民医院 

平舆县人民医院 平舆县中医院 平舆县妇幼保健院 泌阳县人民医院 

汝南县人民医院 汝南县中医院 汝南县妇幼保健院 泌阳县中医院 

西平县人民医院 西平县中医院 正阳县人民医院 正阳县中医院 

确山县人民医院 确山县中医院 解放军 990医院（原解放军 159 中心医院） 

信阳市 

信阳市人民医院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信阳

铁路医院）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平桥

区人民医院）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信阳市中心医院 信阳市中医院 信阳市妇幼保健院 信阳市肿瘤医院 

信阳市交通医院 信阳市平桥区中医院 信阳信钢医院 淮滨县人民医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原信阳卫校附属医院、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淮滨县中医院 

光山县人民医院 光山县妇幼保健院 光山县弦城医院（光山县公疗医院) 

息县人民医院 息县中医院 息县中心医院（息县公疗医院） 

商城县人民医院 商城县中医院 新县人民医院 新县中医院 

固始县人民医院 固始县中医院 固始县妇幼保健院 潢川县人民医院 

罗山县人民医院 罗山县中医院 罗山县妇幼保健院  

解放军 990 医院（原解放军 154 中心医院）   

本公司将保留调整合同中约定的指定医院的权利，并将调整后的指定医院名单在公司官网定期发布。 

您可登录本公司官网查询或拨打本公司24小时全国统一客户服务专线进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