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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南京市鼓楼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明基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部战区总医院 南京市建邺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南京同仁医院 

南京市中心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江苏省口腔医院 高淳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南京市脑科医院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溧水区人民医院 上海梅山医院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京市惠民

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高新医院（南京鼓楼医院集团高

新医院）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南京市惠民医

院） 

南京南钢医院 南京栖霞区妇幼保健院 南京市雨花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南京航天医院 高淳县中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南京市鼓楼医院北院（原南京市第三

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四医院 南京市秦淮区中医院 

南京市玄武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南京市秦淮医院 

江宁区中医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南京市

浦口医院）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溧水区中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中医院 

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 南京市迈皋桥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南京秦淮区中医院（血管瘤专科） 南京秦淮区中医医院  

徐州市 

丰县人民医院 沛县人民医院 徐州市中心医院 
新沂市人民医院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 邳州人民医院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睢宁县人民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新沂市中医医院 徐州市电力医院 
沛县中医院 徐州市矿山医院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第七十一集团

军医院 
贾汪区人民医院 徐州矿物集团第一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徐州市传染医院 邳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邳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医院 徐州市口腔医院 
徐州市丰县中医院 铜山区中医院 徐州市利国医院 
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 中铁二局集团第二医院 睢宁县中医院 
丰县中医医院 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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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海安市中医院 

南通市中医院 启东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如东县人民医院 如皋市人民医院 如皋市第四人民医院 

如皋市中医院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海门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通州市人民

医院/通州区人民医院）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儿童医

院、原虹桥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原南通医学院附

属医院） 

如皋市第三人民医院（如皋石庄医

院） 

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南通市肿瘤医

院） 

海安市人民医院（海安人民医院） 

南通市瑞慈医院（南通瑞慈医院有限

公司） 

启东市妇幼保健院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通第六人民医院 南通中西医结合医院 通州湾三余人民医院 

如皋市第二人民医院 如皋港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第二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第六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第八人民医院 如东县中医院 如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如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如东县第四人民医院 海门市人民医院 

海门市中医院 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海门市第三人民医院 

海门市第四人民医院 海门市第五人民医院 启东市中医院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州市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盛泽医院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市中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原二院、三院、四院

重组而成） 

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

司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苏州九龙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明基医院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苏州吴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中医院 张家港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常熟市支塘人民医院 太仓市浏河人民医院 

太仓市沙溪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100医院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人民医院 苏州市相城第三人民医院 

苏州市相城区中医医院 吴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熟市新区医院 

常熟市梅李人民医院 常熟市第五人民医院 太仓市中医医院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昆山市中医医院 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昆山市锦溪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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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宜兴市人民医院 宜兴市中医医院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一医院 江阴市人民医院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江原医院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阴市中医院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手外科医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市中医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无锡口腔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0四医院 

无锡太湖中医医院 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 无锡市滨湖区中医院 

宜兴市肿瘤医院 武警8690部队医院  

镇江市 

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句容市人民医院 扬中市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镇

江医疗区 

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 镇江市口腔医院 

镇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镇江市丹徒区中医院 扬中市中医院 

丹阳市中医院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句容市妇幼保建院 句容市中医院 

句容市第四人民医院   

盐城市 

滨海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东台市人民医院 阜宁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中医院 

建湖县人民医院 射阳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响水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射阳县妇幼保健院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盐城市口腔医院 盐城市盐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阜宁县中医院 

建湖县中医院 建湖县第三人民医院 建阳眼科医院 

建湖县第二人民医院 射阳县中医院 射阳县第三人民医院 

东台市中医院 东台市第三人民医院 滨海县中医院 

响水县中医院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盐城市大丰区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盐阜医院 盐都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扬州市 

宝应县人民医院 高邮市人民医院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扬州友好医院 

武警江苏省总队医院 仪征市人民医院 江都区人民医院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市广陵区中医院 仪征市妇幼保健院 仪征市第二人民医院 

仪征市中医院 宝应县妇幼保健所 宝应县中医医院 

高邮市第三人民医院 高邮市中医医院 扬州市江都区滨江人民医院 

江都区妇幼保健院 江都区中医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常州市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溧阳市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金坛市人民医院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民医院 奔牛人民医院 

武进高新区人民医院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儿童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口腔医院 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南院 溧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溧阳市妇幼保健院 

溧阳市人民医院燕山分院 溧阳市中医院 溧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武进第二人民医院 武进第三人民医院 武进区前黄人民医院 

金坛市中医院 金坛第二人民医院  

淮安市 

洪泽区人民医院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盱眙县人民医院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安市淮安医院 涟水县人民医院 

金湖县人民医院 淮安市清浦区城中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二医院 

淮安市中医院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金湖县中医院 洪泽县中医院 淮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淮安市楚州中医院 淮阴区人民医院 淮安市楚州区皮肤病防治院 

涟水县第二人民医院 涟水县中医医院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分院 淮安市城中人民医院 淮阴区第三人民医院 

淮安市淮阴区中医院 淮安市中医医院 淮安市淮阴区第二人民医院 

淮安市二院 淮安市皮防院 淮安市清浦区城中医院 

连云港市 

东海县人民医院 赣榆区人民医院 灌云县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灌南县人民医院 

灌南县中医院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九医院 

连云港市眼科医院 连云港耳鼻喉专科医院 赣榆区中医院 

东海县中医院 灌云县中医院  

泰州市 

姜堰市人民医院 靖江市人民医院 沭阳仁慈医院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兴市人民医院 泗洪县人民医院 

泰州市人民医院 兴化市人民医院 沭阳县人民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泗阳县人民医院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泰州市白马人民医院 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 姜堰市第三人民医院 

靖江市妇幼保健所 泰兴市红十字医院 靖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兴化市脑科医院 泰州市妇幼保健所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兴化市人医 兴化市三院 

兴化市四院 兴化市二院 兴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兴化市妇幼保健所 泰兴市二院 靖江市二院 

泰州市中医院 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兴化市中医院 靖江市中医院 姜堰市中医院 

兴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兴市中医院 泰州市海陵中医院 

泰州市高港第二人民医院 姜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泰州市高港人民医院 靖江市皮肤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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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