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济南市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济南

市眼科医院）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济钢医院（济南市第七医院） 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 济南医院 

济南市中医院 济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济南市人民医院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济南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济南口腔医院 济南明水眼科医院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山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山东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口腔医院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胸科医院 山东省眼科医院 山东电力中心医院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省武警总队医院 山东省警官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山东省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 960 医院 

山东颐养健康集团莱芜中心

医院 

商河县妇幼保健院 商河县人民医院 商河县中医院 章丘市妇幼保健院 

章丘区人民医院 章丘市中医院 长清区妇幼保健院 长清区人民医院 

长清区中医院 济阳区妇幼保健院 济阳区人民医院 济阳区中医院 

平阴县妇幼保健院 平阴县人民医院 平阴县中医院  

青岛市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青岛眼科医院 

青岛市胸科医院（青岛第四

人民医院,限肺结核,非典） 

青岛第六人民医院（青岛市

传染病医院）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青岛

第七人民医院） 

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青岛

铁路分局青岛铁路医院） 

青岛市肛肠医院 
青岛市骨伤科医院（只限骨

科） 

青岛市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康复中心除外）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肿瘤

医院）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医院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 青岛交通医院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青岛市黄岛区第三人民医院 青岛市黄岛区妇幼保健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胶

南市人民医院）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人

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七

一医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

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区立医院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莱西市第二人民医院 

莱西市皮肤病医院 莱西市市立医院 莱西市人民医院 莱西市中医医院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 平度市妇幼保健院 平度市人民医院 平度市中医医院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胶州市妇幼保健院 胶州市人民医院 胶州市中医医院 

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 即墨市人民医院 城阳古镇正骨医院 成海卫人民医院 

枣庄市 

枣庄市立医院 枣庄市妇儿医院 枣庄市传染病医院 枣庄口腔医院 

枣庄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枣庄医院） 

枣庄市皮肤病性病防治院

（枣庄市立第四医院）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 枣庄市肿瘤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中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枣庄矿业集团公司枣庄医院 

枣庄矿业集团滕南医院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薛城区人民医院 薛城区中医院 

薛城区妇幼保健院 峄城区人民医院 峄城区中医院 峄城区妇幼保健院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滕州市中医院 滕州市工人医院 滕州市妇幼保健院 

山亭区人民医院 山亭区中医院 山亭区妇幼保健院 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淄博市 

淄博市第一人民医院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淄博市第六人民医院） 
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 

淄博市中心医院 淄博市中医院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淄博市高新区华庚医院 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中医院 

淄博市市级机关医院 淄博四季青医院 淄博圣洁医院 淄博昌国医院 

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

（骨科） 
淄博张店圣诺医院（骨科） 淄博张店潍淄医院（骨科） 淄博贝恩医院（骨科） 

淄博康明爱尔眼科医院 淄博正大光明眼科医院 淄博万杰肿瘤医院 淄博凯达医院（烧烫伤） 

淄博莲池妇婴医院 淄博莲池骨科医院 淄博鸿巢医院 淄博化建医院 

淄博淄川仁和医院 淄川区人民医院 淄川区中医院 淄川济民医院（骨科） 

桓台田氏整骨医院 桓台茂桐整骨医院 桓台起凤整骨医院（骨科） 桓台骨伤医院（外伤） 

桓台少海医院 桓台史氏医院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 桓台县中医院 

桓台县人民医院（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桓台分院） 
临淄区中医医院 

临淄区妇幼保健院（齐都医

院） 

临淄区人民医院（淄博市立

医院） 

高青县人民医院 高青县中医医院 高青友好医院 起凤田氏正骨医院 

沂源县人民医院 沂源县中医医院 张店区人民医院 张店区中医院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双山医院 

山东国欣颐养集团淄博医院

（淄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 960 医院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原山铝

医院） 

周村区人民医院 周村区妇幼保健院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淄博大众医院（外科） 

烟台市 

烟台市中医医院 烟台市北海医院 烟台业达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烟台市桃村中心医院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牟平区人民医院 

烟台芝罘医院 烟台海港医院 烟台龙矿中心医院 烟台奇山医院（传染病医院）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莱阳市人民医院 莱阳市中医医院 解放军第 970 医院 

烟台山医院（烟台妇幼保健院、烟台职业病医院）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长岛县人民医院 

莱州市人民医院 莱州市中医医院 莱州市市立医院 莱州市妇幼保健院 

龙口市人民医院 龙口第二人民医院 龙口市中医医院 龙口市妇幼保健院 

栖霞市人民医院 栖霞市中医医院 栖霞市妇幼保健院 海阳市妇幼保健院 

海阳市人民医院 海阳市中医医院 蓬莱市人民医院 蓬莱市中医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招远市中医医院 招远市妇幼保健院  

德州市 

德州市人民医院 
德州市人民医院经济开发区

分院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德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德州市立医院 德州市中医院 德州市联合医院 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医院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德州市

妇女儿童医院） 
乐陵市人民医院 乐陵市中医院 乐陵市妇幼保健院 

临邑县人民医院 临邑县中医院 临邑县妇幼保健院 陵城区人民医院 

陵城区中医院 陵城区妇幼保健院 宁津县人民医院 宁津县中医院 

宁津县妇幼保健院 平原县人民医院 平原县中医院 平原县妇幼保健院 

齐河县人民医院 齐河县中医院 齐河县妇幼保健院 庆云县人民医院 

庆云县中医院 庆云县妇幼保健院 武城县人民医院 武城县中医院 

武城县妇幼保健院 夏津县人民医院 夏津县中医院 夏津县妇幼保健院 

禹城市人民医院 禹城市中医院 禹城市妇幼保健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聊城市 

聊城市人民医院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聊城市妇幼保健院 

聊城市中心医院 聊城中医院 聊城市眼科医院 聊城市脑科医院 

聊城市肿瘤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莘县人民医院 莘县第三人民医院 莘县中医院 莘县妇幼保健院 

阳谷县人民医院 阳谷县中心医院 阳谷县中医院 阳谷县妇幼保健院 

临清市人民医院 临清市中医院 临清市妇幼保健院 茌平区人民医院 

茌平区中医院 茌平区妇幼保健院 东阿县人民医院 东阿县中医院 

东阿县妇幼保健院 高唐县人民医院 高唐县中医院 高唐县妇幼保健院 

冠县人民医院 冠县中医院 冠县妇幼保健院  

滨州市 

滨州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滨州市中心医院 滨州市中医院 

滨州市妇幼保健院 滨州市滨城区市立医院 滨州医学附院附属医院 
滨医附院无棣分院（无棣县

人民医院） 

邹平市人民医院 邹平市中医院 邹平市中心医院 邹平市妇幼保健院 

博兴县人民医院 博兴县第二人民医院 博兴县妇幼保健院 
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医

院 

惠民县人民医院 惠民县中医院 惠民县妇幼保健院 无棣县第二人民医院 

无棣县中医院 无棣县妇幼保健院 沾化区人民医院 沾化区中医院 

阳信县人民医院 阳信县中医院 阳信县妇幼保健院  

东营市 

东营市人民医院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东营市中医院 东营市立儿童医院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中心医院 东营区人民医院 东营区中医院 鸿港医院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胜利油田胜北医院 广饶县人民医院 

广饶县中医院 广饶县妇幼保健院 河口区人民医院 河口区中医院 

河口区妇幼保健院 垦利区人民医院 垦利区中医院 垦利区妇幼保健院 

利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利津中医院 利津县中心医院  

菏泽市 

菏泽市立医院 菏泽市中医医院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菏泽市菏泽开发区中心医院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医院 菏泽市牡丹区中心医院 菏泽市定陶区人民医院 东明县人民医院 

东明县中医院 鄄城县人民医院 鄄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鄄城县中医院 

单县中心医院 单县矿区中医院 单县东城医院 郓城县人民医院 

郓城县中医院    

日照市 

日照市人民医院 日照市中医医院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日照市中心医院 

莒县人民医院 莒县中医医院 莒县妇幼保健院 岚山区人民医院 

五莲县人民医院 五莲县中医医院 五莲县妇幼保健院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 威海市中医院 威海市中心医院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威海卫人民医院 威海市经区医院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医院 文登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荣成市人民医院 荣成市中医院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 

乳山市人民医院 乳山市中医院 乳山市妇幼保健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潍坊市 

潍坊市人民医院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潍坊市市立医院 

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眼科医院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潍坊市皮肤病医院 潍坊市交通医院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 潍坊市奎文区中心医院 

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医院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

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青州

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

院 

高密市市立医院 高密市人民医院 高密市中医院 高密市妇幼保健院 

青州市人民医院 青州市中医医院 青州市妇幼保健院 青州经济开发区医院 

寿光市人民医院 寿光市中医院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 寿光市东城医院 

寿光市第三人民医院（寿光

市上口镇中心卫生院） 

阳光融合医院 坊子区人民医院 临朐县海浮山医院 

临朐县人民医院 临朐县第二人民医院 临朐县中医院 临朐县妇幼保健院 

安丘市市立医院 安丘市人民医院 安丘市中医院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昌乐县人民医院 昌乐县中医院 昌乐齐城中医院 昌邑市人民医院 

昌邑市中医院 诸城市人民医院 诸城市中医院 诸城市妇幼保健院 

济宁市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济宁市口腔医院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济宁市妇幼保健院 
济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济宁市骨伤医院 济宁市肿瘤医院 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任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金乡县人民医院 金乡县中医院 金乡县妇幼保健院 金乡宏大医院 

微山县人民医院 微山县中医院 微山县妇幼保健院 微山县微山湖医院 

兖州市人民医院 兖州市中医院 兖州市妇幼保健院 兖矿集团总医院 

嘉祥县人民医院 嘉祥县中医院 嘉祥县妇幼保健院 梁山县人民医院 

梁山县中医院 梁山县妇幼保健院 曲阜市人民医院 曲阜市中医院 

曲阜市妇幼保健院 泗水县人民医院 泗水县中医院 泗水县妇幼保健院 

汶上县人民医院 汶上县中医院 汶上县妇幼保健院 鱼台县人民医院 

鱼台县中医院 鱼台县妇幼保健院 邹城市人民医院 邹城市中医院 

邹城市妇幼保健院    

临沂市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沂市中医医院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 临沂市肿瘤医院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临沂

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沂沂州医院（临沂市罗庄

区人民医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医院 临沂市河东区人民医院 

费县人民医院 费县中医医院 费县妇幼保健院 苍山县人民医院 

苍山县妇幼保健院 莒南县人民医院 莒南县中医医院 莒南县妇幼保健院 

兰陵县人民医院 兰陵县中医医院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临沭县人民医院 

临沭县中医医院 临沭县妇幼保健院 蒙阴县人民医院 蒙阴县中医医院 

蒙阴县妇幼保健院 平邑县人民医院 平邑县中医医院 平邑县妇幼保健院 

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郯城县中医医院 郯城县妇幼保健院 沂水县妇幼保健院 

沂南县人民医院 沂南县中医医院 沂南县妇幼保健院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指定就诊医院 

泰安市 

泰安市立医院 泰安市中医院 泰安市中医二院 泰安市中心医院 

泰山区人民医院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泰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泰市第三人民医院 

泰安市口腔医院 泰安市皮肤病医院 泰安市肿瘤医院 泰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泰安市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山东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泰山医院（山东省泰山疗养

院） 

新泰市中医院 新泰市人民医院 新泰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 

新汶矿务局中心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协庄煤矿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丰煤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 960 医院（泰安院区） 

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新汶中心

医院 
肥城市人民医院 肥城市中医院 肥城矿业中心医院 

东平县人民医院 东平县第一人民医院 东平县第三人民医院 东平县中医院 

东平县银山镇中心卫生院 东平斑鸠店镇中心卫生院 岱岳区人民医院 岱岳区化马湾镇卫生院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宁阳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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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