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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等 13 个省（区、市）487 家受助医疗机构名单

一、河北省

1.邯郸市：
邯郸市大名县西付集乡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偏店乡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西戌镇中心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中医院

邯郸市大名县杨桥中心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医院

邯郸市涉县龙虎乡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木井乡卫生院

邯郸市涉县涉城镇卫生院

2.承德市：
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中心卫生院

3.邢台市：
邢台市内丘县人民医院

邢台市临城县人民医院

邢台市内丘县中医院

邢台市任县医院

4.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怀来县新保安中心卫生院

张家口市张北县大河乡卫生院

张家口市万全县膳房堡乡卫生院

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卫生院

5.衡水市：
衡水市武强县医院

二、内蒙古自治区

1.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乌兰察布卓资县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子王旗人民医院

2.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

中心卫生院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蒙医综

合医院

3.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卫生计

生局

4.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疾控中心

5.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阿荣旗人民医院

内蒙古牙克石中蒙医院

鄂温克旗人民医院

6.包头市：
包头市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包头市东河区中医医院

7.赤峰市：
翁牛特旗海拉苏镇中心卫生院

翁牛特旗白音他拉苏木中心卫生院

8.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三、辽宁省

1.营口市：
站前区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2.盘锦市：
大洼县清水镇中心卫生院

盘山县妇幼保健站

大洼县新开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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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阜新市：
彰武县人民医院

彰武县第四人民医院

4.海城市：
海城市中医院

海城市妇幼保健所

5.瓦房店市：
瓦房店市妇幼保健院

6.抚顺市：
新抚区站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铁岭市：
昌图县中心医院

昌图县中医院

8.本溪市：
本溪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本溪市平山区崔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四、吉林省

1.辽源市：
辽 源市辽县人民医院

辽源市东辽县足民乡卫生院

辽源市东辽县安恕镇石驿卫生院

2.扶余市：

扶余市妇幼市妇幼保健院

扶余市增盛镇卫生院

扶余市新站乡卫生院

扶余市三岔河镇中心卫生院

3.图们市： 图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四平市：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心卫生院

5.通化市：
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卫生院

通化市东昌区妇幼保健院

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卫生院

通化市二道江区五道江镇卫生院

通化市辉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通化市辉南县人民医院

6.白城市： 白城市中心血站

7.白山市： 白山市浑江区医院

8.桦甸市：
桦甸市红石砬子镇中心卫生院

桦甸市人民医院

桦甸市金沙镇卫生院

吉林省桦甸市第二人民医院

9.松原市：
长岭县人民医院

乾安县中医医院

10.长春市：
长春市宽城区医院

长春市南关区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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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蛟河市：
蛟河市新站镇中心卫生院

蛟河市前进卫生院

蛟河市拉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蛟河市天岗镇中心卫生院

12.公主岭市： 公主岭市第三人民医院

五、江苏省

1.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梁集镇刘圩卫生院

徐州市睢宁县凌城中心卫生院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镇卫生院

2.常熟市： 常熟市虞山镇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穿城医院

宿迁市沭阳周集医院

镇江市句容市白兔中心卫生院

宿迁市泗阳县脑科医院

4.淮安市： 淮安市清浦区计划生育指导站

5.苏州市：
苏州市昆山市周庄人民医院

苏州市常熟市大义卫生院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中心卫生院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梅堰卫生院

江苏省沭阳县妇幼保健所

苏州市常熟市练塘中心卫生院

苏州市阳澄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卫

生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

苏州市江苏盛泽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北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苏州市相城区中医医院

苏州市太仓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市花桥人民医院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市淀山湖人民医院

苏州市姑苏区娄江街道娄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苏州市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横扇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石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市巴城人民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蓬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卫生院

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正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菀坪卫生院

苏州市常熟市白茆卫生院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庙港卫生院

苏州高新区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苏州市常熟市辛庄中心卫生院

6.镇江市： 镇江市句容市黄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4 -

镇江市句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江市谏壁医院

镇江市润州区工业园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六、浙江省

1.杭州市：
淳安县浪川乡卫生院

淳安县瑶山乡卫生院

淳安县左口乡卫生院

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2.丽水市： 景宁畲族自治县妇幼保健所

3.台州市： 三门县海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温州市：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院

平阳县中医院

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医院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永嘉县鹤盛镇中心院

文成县百丈漈镇卫生院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卫生院

文成县黄坦镇卫生院

5.金华市：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七、江西省

1.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卫生管理站

上饶市立医院

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卫生院

上饶市三清山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信州区秦峰卫生管理站

上饶市万年县大黄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秦峰镇卫生院

上饶市万年县大源镇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区北门卫生院

上饶市万年县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信州区沙溪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万年县人民医院

上饶市玉山县怀玉乡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万年县珠田卫生院

上饶市玉山县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信州区北门卫生管理站

上饶市玉山县六都乡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朝阳卫生管理站

上饶市玉山县文成镇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朝阳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玉山县仙岩镇官溪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第二儿童防病保健中心

上饶市玉山县仙岩镇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第二人民医院

上饶市玉山县岩瑞镇中心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儿保中心

上饶市玉山县紫湖镇卫生院

上饶市信州区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中医院

上饶市信州区灵溪镇卫生管理站

上饶市鄱阳县计生服务站

上饶市信州区灵溪镇卫生院 上饶市弋阳县计生服务站

2.新余市：
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凤凰湾办事

处卫生院

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卫生院

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胜区观巢镇中心

卫生院

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卫生院

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胜区河下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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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

新余市分宜县妇幼保健院

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白竹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3.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珠山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景德镇市珠山区妇幼保健所

4.乐平市人民医院
乐平市十里岗卫生院

乐平市疾预防控制中心

乐平市涌山卫生院

乐平市临港中心卫生院

乐平市洎阳卫生院

乐平市名口卫生院

浮梁县中医院

5.吉安市： 吉安县中医院

6.南昌市：
南昌市安义县长埠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妇幼保健院

南昌市安义县鼎湖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恒湖卫生院

南昌市安义县青湖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疾控中心

南昌市安义县万埠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金桥乡卫生院

南昌市第七医院

南昌市新建县乐化镇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第四医院

南昌市新建县联圩镇卫生院

南昌市东湖区妇幼保健所

南昌市新建县南矶乡卫生院

南昌市高新区昌东镇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人民医院、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松湖镇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南昌市新建县铁河乡卫生院

南昌市青云谱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中卫生院

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桑海开发区新祺周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象山镇中心卫生院

南昌市西湖区妇幼保健院

南昌市新建县樵舍镇卫生院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卫生院

湾里区太平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卫生院

湾里区招贤卫生院

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乡中心卫生院

7.萍乡市：
萍乡市莲花县荷塘乡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闪石乡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良坊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芦溪县上埠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升坊镇卫生院

萍乡市芦溪县上埠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芦溪县宣风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妇幼保健院

萍乡市芦溪县张佳坊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高洲卫生院

萍乡市芦溪县妇幼保健院

萍乡市莲花县湖上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六市乡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疾控中心

萍乡市南岭乡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路口镇卫生院

萍乡市琴亭镇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人民医院

萍乡市神泉中心卫生院

萍乡市莲花县三板桥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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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河南省

1.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卫生院

平顶山市叶县昆阳镇卫生院

平顶山市叶县中医院

平顶山市叶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卫生院

平顶山市叶县洪庄杨乡卫生院

2信阳市：
信阳市固始县胡族铺镇中心卫生院

信阳市固始县柳树店乡卫生院

信阳市固始县徐集乡中心卫生院

信阳市固始县蒋集镇卫生院

信阳市固始县马堽集乡卫生院

3.南阳市：
南阳市内乡县师岗镇卫生院

南阳市南召县妇幼保健院

南阳市南召县白土岗镇卫生院

南阳市淅川县中医院

南阳市南召县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市淅川县寺湾镇卫生院

南阳市南召县皇路店镇卫生院

南阳市社旗县人民医院

南阳市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阳市南召县崔庄卫生院

南阳市镇平县安字营卫生院

南阳市镇平县烧伤医院

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卫生院

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卫生院

南阳市淅川县西簧乡卫生院

南阳市南召县人民医院

南阳市镇平县张林卫生院

南阳市镇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阳市桐柏县城郊乡卫生院

南阳市南召县南河店镇卫生院

4.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泌阳县疾控中心

5.兰考县：
兰考县城关镇卫生院

兰考县三义寨卫生院

兰考县城关乡卫生院

兰考县谷营卫生院

兰考县葡萄架卫生院

6.洛阳市： 洛阳市伊川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7.濮阳市：
濮阳市濮阳县五星乡卫生院

濮阳市濮阳县中医医院

濮阳市濮阳县梁庄乡卫生院

8.周口市： 周口市西华县中医院

九、湖北省

1.十堰市：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卫生院

十堰市张湾区疾控中心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卫生院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中心卫生院

十堰市张湾区人民医院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医院

2.黄冈市：
黄冈市武穴市龙坪中心卫生院

黄冈市英山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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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新县： 阳新县人民医院

4.咸宁市：
咸宁市通城县北港镇卫生院

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卫生院

咸宁市通城县沙堆镇卫生院

咸宁市通城县马港镇卫生院

咸宁市崇阳县妇幼保健院

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蔡墩卫生所

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卫生院

咸宁市通城县大坪乡卫生院

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卫生院

十、湖南省

1.常德市：
津市市汪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鼎城区玉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津市市渡口中心卫生院

鼎城区钱家坪乡卫生院

津市市棠华乡卫生院

鼎城区长茅岭乡卫生院

津市市金鱼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鼎城区石公桥中心卫生院

常德市德山镇卫生院

鼎城区斗姆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鼎城区蒿子港医院

常德市第二中医院

鼎城区中河口镇卫生院

鼎城区唐家铺乡卫生院

鼎城区尧天坪镇卫生院

鼎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鼎城区红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益阳市：
益阳市赫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八字哨镇卫生院

3.岳阳市： 五里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

新田县中医院

新田县疾控中心

十一、海南省

1.定安县： 定安县计生服务站

2.昌江县：
昌江县保平卫生院

昌江县结防所

昌江县叉河镇卫生院

昌江县人民医院

昌江县昌城卫生院

昌江县王下卫生院

昌江县妇幼保健院

昌江县乌烈中心卫生院

昌江县海尾镇中心卫生院

昌江县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昌江县计生服务站

昌江县石碌镇太坡卫生院

3.保亭县： 保亭县计生站

4.临高县： 临高县临城卫生院

5.琼海市： 琼海市嘉积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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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中医院

6.屯昌县： 屯昌县计生服务站

十二、四川省

1.南充市：
南充市营山县柏林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卫生院

南充市高坪区马家乡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博树回族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人民医院

南充市营山县西桥镇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柏坪乡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千佛镇中心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茶盘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附桥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花丛中心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绿水镇卫生院文殊分院

南充市营山县带河乡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骆市镇卫生院沿码分院

南充市营山县星火镇卫生院联升分院

南充市阆中市金子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普岭乡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郎家拐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南充市营山县星火镇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明德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七涧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木顶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小桥中心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老林镇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小桥镇卫生院铁顶分院

南充市营山县凉风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通天乡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峰占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双流镇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丰产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太蓬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妇幼保健院

南充市营山县清水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济川乡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三元乡卫生院

阆中市洪山镇中心卫生院

南充市营山县双溪乡卫生院

南充市高坪区青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充市营山县蓼叶镇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垭口乡卫生院

南充市阆中市二龙镇中心卫生院

2.巴中市：
巴中市中医院

巴中市恩阳区雪山中心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镇庙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三河场镇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渔溪中心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义兴乡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尹家乡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酒店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玉山中心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玉井乡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关公乡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明阳镇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齐家梁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巴中市恩阳区中医医院

巴中市恩阳区兴隆乡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舞凤乡卫生院

恩阳区玉山镇双凤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磨子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来龙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乐丰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关公乡天官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青木镇卫生院

巴中市恩阳区茶坝中心卫生院

3.乐山市： 乐山市沐川县大楠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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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沐川县杨村乡卫生院

乐山市沐川县新凡卫生院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乐山市沐川县底堡乡卫生院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医院

乐山市沐川县茨竹乡卫生院

4.达州市：
达州市宣汉县第三人民医院

达州市万源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东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达州市通川区人民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卫生院

达州市万源市中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中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红岭乡卫生院

5.广元市：
广元市青川县关庄镇中心卫生院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中心卫生院

广元市青川县房石镇中心卫生院

广元市剑阁县中医院

广元市剑阁县人民医院

6.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理县人民医院

汶川县中医医院

7.泸州市：
泸州市合江县神臂城镇卫生院

泸州市合江县中医医院

泸州市合江县妇幼保健院

泸州市合江县榕山中心卫生院

泸州市叙永县中医医院

泸州市叙永县兴隆乡卫生院

8.宜宾市：
宜宾市高县罗场中心卫生院

宜宾市高县妇幼保健院

宜宾市筠连县筠连镇社区卫生中心

宜宾市兴文县太平镇卫生院

宜宾市高县嘉乐镇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卫生院

宜宾市高县人民医院

宜宾市兴文县中医医院

宜宾市高县中医医院

宜宾市兴文县周家镇卫生院

宜宾市屏山县锦屏镇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宜宾市屏山县太平乡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双腾中心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僰王山镇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武德乡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巡司中心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中医医院

宜宾市兴文县共乐镇卫生院

宜宾市筠连县沐爱中心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卫生院(久庆)
宜宾市屏山县新安镇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宜宾市筠连县孔雀乡卫生院

宜宾市兴文县人民医院

宾市筠连县人民医院

9.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人民医院

凉山州盐源县泸沽湖中心卫生院

10.广安市：
广安市武胜县人民医院

岳池县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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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州妇幼保健院

新龙县 22个区乡卫生院
州人民医院

新龙县 3个区中心卫生院和 2个镇卫
生院

州中心血站（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

院）

新龙县妇幼保健院

新龙县人民医院

新龙县疾控中心

昭觉县新城镇中心卫生院

新龙县中藏医院

绵阳市平武县人民医院

十三、陕西省

1.安康市：
汉阳镇中心卫生院

汉阴县龙垭镇卫生院

汉阴县涧池镇中心卫生院

汉阴县平梁镇中心卫生院

2.宝鸡市：
陇县城关镇西关卫生院

陇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3.榆林市： 绥德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4.汉中市： 镇巴县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