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廣東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六八醫院
廣東省中醫院珠海
醫院

珠海市香洲區人民醫院
珠海市香洲區婦幼保健院
珠海市人民醫院(珠海市人民醫院暨南大學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
珠海市平沙醫院(珠海市平沙管理區醫院)
珠海市紅旗醫院
珠海仁和骨傷醫院(珠海市骨傷醫院)
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珠海市第二人民醫院)
遵義學院第五附屬醫院(珠海市鬥門區人民醫院)
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
鬥門區僑立中醫院
從化市人民醫院
大浦縣人民醫院
德慶縣人民醫院
第一軍醫大學珠江醫院
電白縣人民醫院
電白縣中醫院
東莞市人民醫院
東莞市石龍人民醫院
東莞市太平人民醫院
東莞市莞城醫院
封開縣第二人民醫院
封開縣人民醫院
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
佛山市婦兒醫院
佛山市中醫院
婦幼保健院
高要市中醫院
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
海軍422醫院
廣州海員醫院
廣州市白雲區人民醫院
廣州市海珠區石溪中醫院
廣州市海珠區中醫院
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廣州市黃浦區中醫院
廣州市荔灣區第一人民醫院
廣州市荔灣區骨傷科醫院
廣州市天河區沙河人民醫院
廣州市胸科醫院
廣州市越秀區第一人民醫院
廣州市越秀區正骨醫院
廣州市中醫院
廣州市珠海區第二人民醫院
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廣州中醫藥大學骨傷科醫院
廣州市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
廣州市第一軍醫大學朱江醫院
廣州市廣州軍區總醫院
海豐梅隴人民醫院
花都市中醫院
惠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
江門市第三人民醫院
江門市中心醫院
焦嶺縣人民醫院
解放軍廣州軍區總醫院
開平中醫院
連南縣中醫院
連平縣人民醫院
連平縣中醫院
連州市人民醫院
陸豐市人民醫院
羅定市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廣東省珠海市牌坊路
廣東省珠海市景樂路53號
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蘭埔路178號
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擰西路543號
廣東省珠海市康寧路79號
廣東省珠海市金灣區平沙二路87號
廣東省珠海市紅旗藤山一路一號
廣東省珠海市迎賓南路2138號
廣東省珠海市拱北粵華路208號
廣東省珠海市鬥門區井岸鎮港霞東路268號
廣東省珠海市梅華東路52號
廣東省井岸鎮橋東連橋路65路
從化市街口鎮朝陽街1號
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同仁路257號
德慶縣德城朝陽西路50號
廣州市工業大道中253號
電白縣水東鎮上排路3號
電白縣水東鎮東陽北街27號
東莞市莞城沙地塘
東莞市石龍鎮中山西路34號
東莞市虎門太平解放路34號
東莞市城區牛骨巷
封開縣南豐鎮新豐路89號
封開縣江口鎮紅衛路26號
佛山市衛國路78號
佛山市福賢路75號
佛山市禪城區親仁路6號
廣州站西路43號
高要市南岸鎮南金二路
湛江市霞山人民大道南57號
湛江市海濱三路 40號
廣州市新港西路167號
廣州市沙河龍崗路64號
廣州市河南工業大道南498號
廣州市南華東路636號
廣州市同福中路396號
廣州市黃浦蟹山路3號
廣州市荔灣路35號
廣州市文昌北路235號
廣州市沙河天平架
廣州市橫枝崗路62號
廣州市吉祥路66號
廣州市東風中路449號
廣州市珠璣路16號
廣州市海珠區沙園新村緣覺路
廣州市沿江路151號
廣州江南大道中江南西路青柳大街
廣東省白雲區同和中路628號
廣州市工業大道 253號
廣州流花路 111號
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梅隴
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迎賓路68號
惠州市東湖西路257號
惠州市鵝嶺北路41號
江門市勝利路風溪里21號
廣東省江門市北街海傍街23號
蕉嶺縣蕉城鎮環東路1號
廣州市流花路111號
開平三埠區大興街18號
連南縣朝陽街9號
連平縣保健路2號
廣東省河源市連平縣城連平大道社保局側
連州市連州鎮洋眉村河南
陸豐市陸城大湖山
羅定市羅城鎮陵園路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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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北京

茂名市人民醫院
茂名市中醫院
梅縣人民醫院
梅州市嘉康醫院
南澳縣人民醫院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平羅縣人民醫院
清遠市婦幼保健院
清遠市連山人民醫院
清遠市人民醫院
曲江縣人民醫院
人民醫院
汕頭市第二人民醫院
汕頭市第三醫院
汕頭市第四醫院
深圳福田人民醫院
深圳沙頭角人民醫院
深圳蛇口人民醫院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醫院
深圳市羅湖區中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人民醫院
深圳市人民醫院
深圳市孫逸仙心血管醫院
順德市順德醫院
翁源縣中醫院
新會市人民醫院
新會市中醫院
興寧市婦幼保健院
徐聞縣人民醫院
羊城鐵路總公司韶關醫院
陽春市人民醫院
陽春市中醫院
陽西縣人民醫院
英德市人民醫院
英德市中醫院
粵北人民醫院
雲浮市人民醫院
雲浮市郁南縣第二人民醫院
增城市人民醫院
湛江市第二人民醫院
肇慶市第二人民醫院
中山市婦幼保健院
中山市中醫院
中山醫科大學第一附院
中山醫科大學附屬三院
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中山醫科大學中山眼科中心
紫金縣人民醫院
廣東省博羅縣人民醫院
廣東省從化市中心醫院
廣東順德中西醫結合醫院
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廣東省廣州市急救醫療指揮中心
廣東省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暨南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廣東省廣州新海醫院
廣東省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廣東省廣州市兒童醫院
廣東省廣州市婦嬰醫院
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
廣東省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
廣東省中山市人民醫院
302醫院
304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茂名市為民路101號
茂名市油城五路
梅州市東郊梅松路三坑口
梅州市環市北路與大浪口路交匯附近
南澳縣後宅鎮廠新路 18號
廣東省廣州市廣州大道北路1838號
石嘴山市平羅縣城關鎮團結西路2號
清城曙光二路23號
連山縣吉田鎮金山路
清遠市清城曙光二路22號
曲江縣馬壩鎮掛牌石
廣州市中山二路
汕頭市外馬路52號
汕頭市石海旁路12號
汕頭市金湖西路
深圳市福田區福華路19號
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鎮園林路16號
深圳蛇口灣廈路1號
深圳市寶安新城龍井路
深圳市樂園路11號
深圳市南山區南山大道
深圳市東門北路 3 號
深圳市東門北路5號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金沙大道
翁源縣龍仙鎮工業路153號
新會會城北門龍山
新會市會城鎮惠民東49號
興寧市官汕路90號
廣東省徐聞縣健康路28號
韶關市湞江區鐵路二區
陽春縣環城南路40號
陽春市區紅旗路126號
廣東省陽江市陽西縣人民大道151號
廣東省清遠市英德市教育東路2號
清遠市英德市英城街道仙水中路與峰光路交匯處
韶關市惠民南路
雲浮市岩前路13號
郁南縣連灘鎮北郊路1號
增城市荔城鎮光明東路1號
湛江市民有路12號
肇慶市建設二路城東一區
中山市石岐湖濱路73號
中山市石岐悅來南路
廣州市中山二路58號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600號
廣州市沿江西路107號
廣州先烈南路54號
紫金縣紫城鎮廣場路20號
廣東省博羅縣羅陽鎮橋西六路16號
廣東省從化市新城中路64號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順峰山金沙大道
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昌崗東路250號
廣東省廣州市麗苑路自編1號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多寶路63號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大道西613號
廣東省廣州市新港西路167號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盤福路1號/人民北路602號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中路318號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中路402號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沿江西路107號
廣州市海珠區石榴崗路1號
廣東省深圳市筍崗西路3002號
廣東省中山市石岐孫文中路2號
北京市丰台區丰台路 26號
北京市阜成路 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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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醫院
307醫院
309醫院
安定醫院
安貞醫院
北京國際醫療中心
北京軍區總醫院
北京隆福醫院
北京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
北京醫院
昌平縣醫院
垂楊柳醫院
大興縣人民醫院
地壇醫院
第六醫院
房山區第一醫院
丰台區右外醫院
丰台醫院
阜外心血管病醫院
復興醫院
國防科工委514醫院
海軍總醫院
海軍總醫院
和平里醫院
回龍觀醫院
回民醫院
積水潭醫院
急救中心
解放軍北京軍區總醫院
解放軍總醫院
空軍總醫院
門頭溝區醫院
密雲縣醫院
平谷縣醫院
石景山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
順義縣醫院
天壇醫院
同仁醫院
協和醫院
友誼醫院
中國民航總醫院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醫院
中國中醫研究院長城醫院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
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
中日友好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紅十字朝陽醫院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醫院
衛生部北京醫院
解放軍第三O二醫院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宣武醫院
長樂市醫院
長泰縣第二醫院
長汀縣中醫院
德化縣醫院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北京市 1716信箱
北京市北太平路 2號
北京市海淀區黑山扈甲17號
德勝門外安康胡同5號
北京市安定門外安貞裡
北京燕莎寫字樓S106室
北京市朝內北小街南門倉 5號
東四美朮館東街18號
北京市西城區北禮士路42號
北京市海淀區花園北路49號
北京市東城區天壇西里4號
北京市東單大華路1號
昌平鎮和平街4號
廣渠門外垂楊柳南街2號
北京市大興縣黃村西大街 26 號
北京市安定門外地壇公園
北京市交道口北二條
北京市房山區房窯路6號
北京市丰台右安門外東二條5號
丰台區西安街1號
北京市阜城門外北禮士路167號
北京市復外大街14號
北京市德外安翔北里 9號
北京市阜成路 6號
北京市海澱區阜成路6號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8號
東城區安定門內大街車輦店胡同甲35號
北京市西城區右安門內大街11號
北京市新街口東街31號
北京市前門西大街103號
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十條南門倉5號
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28號
北京市阜成路 30號
北京市橋東街1號
北京市密雲縣鼓樓北大街 三 號
北京市平谷縣新平北路 73 號
北京市石景山京原路口
北京市天壇西里4號
北京市順義區光明南街3號
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6號
北京市崇內大街2號
北京市王府井帥府園1號
北京市永安路95號
北京市朝外高井甲1號
北京市永定路69號
昌平政府街15號
北京市宣武區北線閣5號
北京市海淀區中直路西苑操場1號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園東街2號
北京市朝陽區白家莊路8號
北京市朝陽區機場南路東里17號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大華路1號
北京市西四環中路100號
北京市海淀區花園北路49號
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安康胡同5號
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南禮士路56號
北京市西城區西什庫大街8號
北京市西城區西直門南大街11號
北京市宣武區長椿街45號
長樂市吳航建設路13號
長泰縣岩溪鎮建設路3號
長汀縣營背街86號
德化縣城關雲亭下26號
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中山北路34號
福州市茶中路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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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
福清市醫院
福州市鶴齡醫院
福州市中醫院
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
連江縣醫院
龍海市第一醫院
龍海市中醫院
龍岩中醫院
閩侯縣醫院
明溪縣醫院
明溪縣中醫院
寧德地區第二醫院
寧德地區中醫院
寧化縣醫院
浦城縣醫院
浦城縣中醫院
泉州市中醫院
三明市第二醫院
邵武市立醫院
省立醫院*
順昌縣中醫院
汀州醫院
武平縣醫院
武平縣中醫院
廈門市第二醫院
廈門市第一醫院
廈門市集美醫院
廈門市中山醫院
廈門市中醫院
南京軍區174醫院
仙遊縣醫院
永安市中醫院
永春縣醫院
尤溪縣中醫醫院
漳浦縣中醫院
漳州市中醫院
詔安縣醫院
詔安縣中醫院
福建省安溪縣醫院
福建省東山縣醫院
福建省寧德市閩東醫院
福建中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醫院
福建省婦幼保健院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醫院
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福建省福鼎市醫院
福建省惠安縣醫院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醫院
福建省晉江市醫院
福建省龍巖人民醫院
福建省龍巖市第一醫院
福建省南安市醫院
福建省南靖縣醫院
福建省建甌市立醫院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醫院
福建省寧德市醫院
福建省平和縣醫院
福建省平潭縣醫院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醫院
福建省莆田市秀嶼區醫院
莆田學院附屬醫院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區817中路602號
福青北門大北路4號
福州市六一南路88號
福州市古東路102號
福州市西二環北路156號
連江縣風城鎮中山路46號
龍海市石碼鎮公園西路76號
龍海市石碼鎮人民東路18號
龍岩市解放路10號
閩侯縣甘蔗街心路32號
明溪縣雪峰鎮民主路41號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縣雪峰鎮
寧德市蕉城北路5號
寧德市東湖路16號
寧化縣西大二路44號
浦城縣513路23號
浦城縣513路130號
泉州市溫陵南路
永安市燕江東路51號
邵武市華光路34號
福州市東街134號
順昌縣中山中路71號
汀州鎮新巷41號
武平縣平川鎮竹園路017號
福建武平縣教育路11號
廈門市鼓浪嶼福建路60號
廈門市鎮海路55號
廈門市集美尚南35號
廈門市湖濱南路中段
廈門市鎮海路12號
廈門文圓路 1號
仙遊縣825大街2號
永安市燕江中路82號
永春縣環城路98號
尤溪縣建設東街2號
漳州市漳浦縣綏安鎮民生路1號
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新浦路3號
南詔鎮澹園街江厝寨前路65號
詔安縣南詔鎮南仕路8號
福建省安溪縣城關龍湖區
福建省東山縣西埔鎮中興街康福巷1063號
福建省福安市鶴山路89號
福建省福州市817中路602號
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上藤路47號
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道山路18號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區達道路190號
福建省福州市西環北路156號
福建省福州市新權路29號
福建省福鼎市古城南路93號
福建省惠安縣螺城鎮中山北街182號
福建省建陽市黃花山路10號
福建省晉江市青陽鎮新華街392號
福建省龍巖市登高西路31號
福建省龍巖市九一北路105號
福建省南安市溪美鎮新華街330號
福建省南靖縣山城鎮人民路140號
福建省南平市建甌城關崙長路208號
福建省南平市解放路29號
福建省寧德市焦城北路7號
福建省平和縣小溪鎮河濱路
福建省平潭縣潭城鎮東大街15號
福建省莆田市城廂區龍德井街389號
福建省莆田市笏石鎮秀山6號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區東圳路999號
福建省泉州市東街248-2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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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福建

甘肅

廣西

福建省泉州市急救指揮中心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
福建省武夷山市立醫院
福建省霞浦縣中醫院
福建省廈門市醫療急救中心
福建省廈門市第三醫院
南京軍區909醫院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醫院
福建省仙遊縣醫院
福建省雲霄縣醫院
安西縣人民醫院
白銀市平川區人民醫院
甘南州人民醫院
華亭縣第一人民醫院
會寧縣中醫院
金昌市第一人民醫院
金川有色金屬公司職工醫院
靜寧縣人民醫院
酒泉地區人民醫院
酒泉市人民醫院
酒泉市中醫院
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蘭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蘭州醫學院第一附院
蘭州軍區總醫院
臨澤縣人民醫院
隴南地區人民醫院
平涼地區人民醫院
人民醫院
天水市中醫院
天祝藏族自治縣 人民醫院
永昌縣人民醫院
榆中縣第一人民醫院
玉門市第二人民醫院
玉門市第一人民醫院
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甘肅省定西市人民醫院
甘肅省敦煌市醫院
甘肅省嘉峪關市人民醫院
甘肅省酒鋼醫院
甘肅省金昌市第二人民醫院
甘肅省涇川縣人民醫院
甘肅省酒泉市第二人民醫院
甘肅省天水市第一人民醫院
北流市人民醫院
博白縣人民醫院
都安瑤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撫綏縣中醫院
灌陽縣人民醫院
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骨傷醫院
廣州軍區303醫院
貴港市中西醫結合骨科醫院
合浦縣人民醫院
合浦縣中醫院
河池地區第一人民醫院
靖西縣 人民醫院
樂業縣人民醫院
荔浦縣醫院
柳州市工人醫院
柳州市工人醫院分院
馬山縣民族醫院
蒙山縣人民醫院
那坡縣民族醫院
南寧鐵路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祥遠路
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溫陵南路215號
福建省武夷山市文公路65號
福建省霞浦縣松城鎮西街25號
福建省廈門市湖濱南路振河大廈十二樓
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中山路150號
福建省漳州市漳華中路269號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區列東街29號
福建省仙遊縣八二五大街910號
福建省雲霄縣雲陵鎮樓仔腳路15號
安西縣西大街40號
白銀市平川區盤旋南路
夏河縣合作鎮人民東街 50 號
甘肅省平涼市華亭縣東華鎮南新街217號
會寧縣會寧鎮枝陽巷12號
金昌市河西堡河雅路1254號
甘肅省金昌市北京路
甘肅省靜寧縣城關鎮東街2號
酒泉市西大街72號
酒泉市衛生街5號
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盤旋西路6號
蘭州市七里區吳家園西街 1 號
甘肅省蘭州市翠英門82號
蘭州市東崗西路1號
甘肅蘭州市小西湖西街 98號
張掖市臨澤縣健康路157號
武都縣城關鎮南橋路457號
平涼市盤旋東路33號
蘭州市東崗西路96號
天水市秦州區藉河北路6號
天祝藏族自治縣華藏鎮團結路
甘肅省永昌縣城關北大街22號
榆中縣城關鎮棲雲北路157號
甘肅省酒泉市玉門市和平路
玉門市312國道與石油大道交匯處(巨龍御園東南側)
山西省太原市晉祠路一段75號
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鎮龍路149 號
甘肅省敦煌市陽關東路20號
甘肅省嘉峪關市新華中路26號
甘肅省嘉峪關市雄關西路18號
甘肅省金昌市新華西路16號
甘肅省涇川縣城內安定街22號
甘肅省酒泉市郵電街89號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建設路105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北流市清湖路5號
博白鎮東門路005號
都安縣安陽鎮學榮街87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扶綏縣新寧街173號
灌陽縣灌陽鎮灌江路90號
南寧市濱湖南路6號
南寧市新民路32號
廣西南寧植物路 52號
貴港市建設中路639號
合浦縣廉州鎮定海南路6
廉州鎮定海路5號
宜州市慶遠鎮桂魚路124號
靖西縣新靖鎮南門街80號
廣西百色市樂業縣同樂鎮三樂街
荔浦縣荔浦鎮荔柳路城西街65－1號
柳州市柳石路1號
柳州市柳石路1號
馬山縣白山鎮同富街 5 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蒙山縣蒙山鎮鰲山路24號
那坡縣城廂鎮新村街
南寧市沈陽路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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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廣西

貴州

寧明縣人民醫院
浦北縣中醫院
全州縣中醫院
融安縣人民醫院
三江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鐵道部柳州鐵路局中心醫院
梧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西壯族自治區龍泉山醫院
興安縣人民醫院
永福縣中醫院
玉林地區人民醫院
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岑溪市人民醫院
廣州軍區181醫院
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溪山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山縣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陸川縣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橫縣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第二人民醫院
廣西中醫學院附屬瑞康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婦幼保健院
廣西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人民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第一人民醫院
安順地區婦幼保健院
安順地區紅衛醫院
安順地區醫院
安順市第二醫院
安順市第二中醫院
安順市第一醫院
安順市第一中醫院
安順中西醫結合醫院
畢節地區醫院
畢節地區中醫院
畢節市人民醫院
岑鞏縣人民醫院
從江縣衛生局
定縣醫院
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
黃平縣人民醫院
黃平縣中醫院
錦屏縣民族中醫院
錦屏縣人民醫院
黎平縣人民醫院
六枝特區人民醫院
平壩縣人民醫院
平壩縣中醫院
普定縣中醫院
黔東南州人民醫院
人民醫院
鐵道部第五工程局中心醫院
習水縣人民醫院
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鎮寧縣中醫院
紫雲縣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寧明縣城中鎮福仁西街43號
浦北縣小江鎮裡魚嶺
全州縣全州鎮桂黃路
柳州市融安縣長安鎮新民一區324號
三江縣古宜鎮橋西北1號
柳州市 飛鵝路利民區14號
梧州市新興一路3－1
柳州市雞喇路1號
興安縣興安鎮桂善街70號
永福縣永福鎮建新街
玉林市東校路19號
南寧市桃源路6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和平路83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岑溪市岑城鎮北山路2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州市慶遠鎮桂魚街124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樂群路15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文明路12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象山區崇信路46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人民西路
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八步區西約街150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山縣六峰路17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城中區解放北路32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廣場路8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陸川縣陸城鎮新洲中路38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橫州鎮教育路141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江南區溪村路13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華東路10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桃源路6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新城區七星路89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新陽路225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園湖路2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容城鎮城南街67號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教育中路19號
安順市東郊路 42 號
安順市塔東路 65 號
安順市西秀區塔山西路55號
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熙春路27號
安順市中華東路 16 號
塔山東路 47號
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中華西路17號
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二環路
畢節市廣慧路
畢節市清畢南路 24 號
畢節市雙井路 40 號
貴州省岑鞏縣思州路84號
黔東南 丙妹鎮新建路91號
普定縣城關北門
關嶺縣關索鎮蓮井路 230 號
貴陽市貴醫街 28號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黃平縣新州鎮西門街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黃平縣新州鎮飛雲路
錦屏三江鎮第四居民區
錦屏三江鎮第一居民區
黔東南 德鳳鎮環城西路14號
六枝特區人民路68號
貴州 安順 城關鎮康路５號
平壩縣塔山路 1 號
普定縣文明路9號
凱里市金井路8號
貴陽市東路52號
貴陽市雙峰路54號
遵義市習水縣赤水西路(西城區長崗上)
鎮寧縣城關鎮環翠路 28 號
貴州省安順市鎮寧縣青龍山
貴州省安順市紫雲縣松山鎮十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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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

海南

河北

遵義縣人民醫院
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
貴州省安順市人民醫院
中國貴航集團三0二醫院
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電子工業部四一四職工醫院
貴州省貴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貴州省六盤水市人民醫院
貴州省銅仁地區人民醫院
貴州省遵義醫院
保亭縣人民醫院
儋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第二人民醫院
第三工人醫院
第三人民醫院
工人醫院
海口市人民醫院
海南省人民醫院
海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廣州軍區187醫院
解放軍425醫院
農墾那大醫院
瓊海市人民醫院
瓊山市人民醫院
三亞市人民醫院
萬寧市人民醫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424醫院
海南省鋼鐵公司職工醫院
海南省農墾總局醫院
海南省農墾三亞醫院
保定市兒童醫院
博野縣中醫院
滄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承德縣醫院
北京軍區266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六六醫院 )
高碑店市醫院
哈利遜國際和平醫院
邯鄲市第一人民醫院
邯鄲市口腔醫院
邯鄲市中心醫院
河北省胸科醫院
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懷安縣醫院
懷來縣醫院
開灤礦務局醫院
廊坊市中醫院
臨城縣中醫院
鹿泉市第三醫院
灤平縣醫院
灤縣人民醫院
灤縣中醫院
內丘縣人民醫院
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
秦皇島市山海關創傷外科中心
清河中醫院
石家莊市 第三醫院
唐山市工人醫院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中醫院
蔚縣人民醫院
辛集市第二醫院
興隆縣中醫院
邢台市第三醫院
徐水縣中醫院
張家口市下花園區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遵義市遵義縣南白鎮萬壽南街36號
遵義市大連路 113號
貴州省安順市諾飛東路22號
貴州省安順市武當路4號
貴州省都均市文峰路9號
貴州省都勻市沙包堡鎮七星路7號
貴州省貴陽市博愛路97號
貴州省凱里市韶山南路31號
貴州省六盤水市中山西路56號
貴州省銅仁市解放路87號
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鳳凰路98號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保城鎮新興東路58號
儋州市那大東風路49號
海南省五指山市奧雅路14號
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金貿西路1號富麗花園2樓
三亞市解放西路146號
海口市海秀二路
海口市人民大道43號
海口市 龍華路 8 號
海口市龍華路31號
海南省海口市龍昆南路100號
三亞市 友誼路 16 號
海南省海口儋州市大道路19號
瓊海市加積北門10號
海南省瓊山市府城鎮建國路15號
海南省三亞市解放路558號(中國郵政對面衍宏現代城旁)
海南省萬寧市紅專街117號
海口市濱海大道2號
海南省昌江縣石碌鎮河北區
海南省海口市白水塘路48號
海南省三亞市解放四路128號
保定市百花路52號
保定市博野縣博興東路1號
滄州市南環西路朝陽街22號
承德縣下板城大街
河北承德市普寧路大佛寺北500米266醫院
高碑店市幸福南路 3 號
衡水市人民中路2號
邯鄲市叢台路24號
邯鄲市和平路110號
中華南大街15號
石家莊市石正路 92 號
石家莊市和平西路215號
河北省懷安縣柴溝堡鎮東大街43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府前東街與燕京路交匯處
唐山市新華東道57號
廊坊市銀河大街114號
臨城縣北關街 21 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鹿泉市銅冶鎮西銅冶村
灤平縣灤平鎮華興路149號
河北省唐山市灤州市建華南大街1號
河北省唐山市灤縣新城曙光裡5號
邢台市內丘縣勝利西路9號
秦皇島市海濱北嶺路7號
山海關南關大街11號
清河縣武松西街
石家莊市體育中大街8號
唐山市路北區文化路27號
圍場縣圍場鎮四街道
蔚縣蔚州鎮牌樓東路3號
辛集市建設東街73號
興隆縣興隆鎮東關村
邢台市鋼鐵北路79號
徐水縣城關鎮振興西路218
張家口市下花園前堡新村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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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河北

河南

北京軍區251醫院
涿鹿縣醫院
河北省霸州市第一醫院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
河北省職工醫學院附屬醫院
河北省滄州市人民醫院
河北省滄州市中心醫院
承德醫學院附屬醫院
河北省承德市中心醫院
河北省承德縣人民醫院
河北省固安縣人民醫院
河北省衡水市景縣人民醫院
河北省冀州市醫院
河北省臨城縣人民醫院
河北省秦皇島市第一醫院
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人民醫院
河北省清河縣人民醫院
河北省華北石油管理局總醫院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醫院
河北省三河市醫院
河北省兒童醫院
河北省石家莊市第一醫院
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
河北省人民醫院
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
華北煤炭醫學院附屬醫院
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醫院
河北省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醫院
河北省吳橋縣第二醫院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醫院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醫院
河北省徐水縣人民醫院
張家口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河北省張家口市第一醫院
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醫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張家口市第二醫院
張家口市第四醫院
張家口市第六醫院
河北北方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五一醫院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保定市第三中心醫院
安陽鋼鐵公司職工總醫院
安陽市第五人民醫院
安陽市腫瘤醫院
長垣縣中醫院
登封市中醫院
鄧州市人民醫院
電力醫院
扶溝縣人民醫院
鞏義市人民醫院
固始縣第二人民醫院
固始縣人民醫院
鶴壁市第一人民醫院
淮濱縣人民醫院
淮陽縣人民醫院
焦作礦物局中央醫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
解放軍空軍鄭州醫院
開封市第二人民醫院
開封市第一人民醫院
開封縣中醫院
開封醫專第一附屬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河北張家口建國路 13號
涿鹿縣南關大街57號
河北省霸州市市府道20號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區前衛路127號
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區紅星路108號
河北省滄州市新華區維明路20號
河北省滄州市運河區新華中路201號
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南營子大街36號
河北省承德市西大街路北22
河北省承德縣下板城鎮
河北省固安縣固安鎮永康路
河北省衡水市景安大街256號
河北省冀州市和平西路16號
河北省臨城鎮臨泉路86號
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文化北路22號
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南大街46號
河北省清河縣城運河大街13號
河北省任丘市會站道
河北省任丘市裕華西路5號
河北省三河市迎賓路20號
河北省石家市建華南大街133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范西路34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健康路12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區和平西路348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自強路139號
河北省唐山市建設南路73號
河北省唐山市新華東道57號
河北省圍場縣圍場鎮天寶208號
河北省吳橋縣鐵城鎮
河北省新華路37號
河北省邢台市橋東區紅星街3號
河北省徐水縣城內振興東路29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橋西區長青路12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橋西區新華前街禮拜寺巷6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鐘樓北6號
河北省遵化市通華街25號
河北省石家莊市中山路398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橋西區新村南路11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明德北路10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橋東區鐵路斜街11號
張家口市魚兒山後街三條27號
河北省張家口市建國路13號
石家莊市中山西路
保定市百花東路瑞雪巷158號
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梅元莊鋼三路
安陽市中州路北段
安陽市友誼路南段
長垣縣城東大街 76號
登封市嶽大街 38號
鄧州市新華東路
鄭州市嵩山南路14號
扶溝縣城新華路88號
鞏義市人民西路28號
固始縣西關大街 32號
河南省信陽市固始縣蓼城北路232號
鶴壁市朝霞街中段
信陽市淮濱縣淮河大道西段
淮陽縣玉帶路 59號
焦作市解放區健康路 10號
焦作市民主南路 17號
鄭州市互助路10號
開封市汴京路東段
開封市河道街85號
開元街和縣府南街交叉口
開封市西門大街3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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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河南

黑龍江

盧氏縣中醫院
鹿邑縣人民醫院
螺河市第二人民醫院
洛陽市014中心職工醫院
洛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洛陽市口腔醫院
洛陽市中醫院
洛陽正骨醫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0醫院
南樂縣人民醫院
南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南陽市中心醫院
南陽市腫瘤醫院
南陽衛校附院
南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平頂山市第二人民醫院
平頂山市第一醫院
濮陽市人民醫院
濮陽縣人民醫院
沁陽市紅十字會醫院
人民醫院
濟南軍區153醫院
汝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汝州市中醫院
三門峽黃河醫院
三門峽市三門峽西鐵路醫院
商城縣人民醫院
嵩縣人民醫院
太康縣人民醫院
溫縣人民醫院
西平縣中醫院
西峽縣人民醫院
西峽縣中醫院
夏邑縣紅十字醫院
夏邑縣中醫院
新縣人民醫院
新鄉市中心醫院
信陽衛校附屬醫院
延津縣人民醫院
郾城縣人民醫院
葉縣中醫院
伊川縣人民醫院
宜陽縣中醫院
禹州市人民醫院
鄭州二砂醫院
鄭州國棉四廠職工醫院
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
鄭州市第四人民醫院
鄭州鐵路分局鄭州醫院
鄭州鐵路局中心醫院
周口地區人民醫院
周口地區中醫院
周口市人民醫院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醫院
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河南省洛陽市中心醫院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河南省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河南省鄭州市中心醫院
河南省周口市中醫院
河南省周口市中心醫院
勃利縣人民醫院
大慶市第七醫院
大慶市第三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三門峽市盧氏縣伏牛路5號
欒台路與仙台路交叉口西160米路北
漯河市交通路 187號
洛陽市解放路166號
洛陽市中州東路
洛陽市中州東路 518號
洛陽市玻璃廠南路36號
洛陽市東花壇啟明南路1號
河南省洛陽市高新區華夏西路2號
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興華路與開元北路交叉口東
南陽市建設東路18號
南陽市人民路12號
南陽市工農路312號
南陽市臥龍區臥龍路933號
南陽市車站南路46號
鄭州市建設東路
平頂山市曙光街 49號
河南省平頂山市衛東區優越路117號
濮陽市勝利西路189號
濮陽市濮陽縣國慶路東段117號
沁陽市懷府中路 49號
鄭州市金水區緯五路 7號
鄭州市東效須水
河南省平頂山市汝州市廣成中路85號
汝州市汝州鎮地母廟街 48號
三門峽市和平路西段2號
河南省三門峽市陝縣原店鎮陝縣道北街
河南省商城縣金剛台大道西轉盤西側
嵩陽嵩州路 32號
太康縣建設路南段469號
河南省焦作市溫泉鎮育才街63號
西平縣公交路 126號
西峽縣建設東路376號
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北大街66號
夏邑縣濱湖路 87號
夏邑縣府路中段157號
新縣航空路93號
新鄉市南幹道16號
信陽市固始縣蓼城東路東200米
延津縣城關衛生西路166號
郾城縣城關鎮觀前1號
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昆陽大道193號
伊川縣酒廠南路21號
宜陽縣人民北路 14號
河南省禹州市軒轅大道與祥雲大道交叉口南段
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前進路6號
河南省 鄭州市 中原區 建設西路22號
鄭州市汝河路12號
鄭州市桐柏路195號
鄭州市隴海中路13號
鄭州市康復前街 3號
周口市人民路東段
周口市七一路西段164號
周口市建設路中段139號
河南省焦作市山陽區解放中路267號
河南省開封市西門大街357號
河南省洛陽市西二區中州中路288號
河南省鄭州市建設東路1號
河南省鄭州市解放西路81號
河南省鄭州市桐柏路195號
河南省周口市七一路西路33號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路東段26號
黑龍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縣康華街134號
大慶市東風新村緯2路
大慶市西泰路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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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黑龍江

湖北

大慶油田總醫院（大慶市第一醫院）
大慶市林甸縣中醫院
大慶油田總醫院
哈爾濱市第二醫院
哈爾濱市第五醫院
哈爾濱市第一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
瀋陽軍區211醫院
虎林市中醫院
佳木斯市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
佳木斯市中心醫院
佳木斯市中醫院
佳木斯醫學院第一附院
牡丹江市傳染病醫院
牡丹江市第二醫院
牡丹江市建築職工醫院
牡丹江市鐵路醫院
牡丹江市中醫院
牡丹江心血管病醫院
牡丹江醫學院紅旗醫院
寧安市人民醫院
寧安市中醫院
齊齊哈爾碾子山區華安集團公司醫院
齊齊哈爾市財貿職工醫院
齊齊哈爾市車輛廠職工醫院
齊齊哈爾市五官科醫院
望奎縣紅十字醫院
五常市人民醫院
遜克縣人民醫院
依蘭縣醫院
黑龍江省北安市第一人民醫院
黑龍江省賓縣人民醫院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兒童醫院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四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急救中心
黑龍江省哈爾濱鐵路中心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黑龍江省醫院
黑龍江省鶴崗市人民醫院
黑龍江省黑河市第一人民醫院
雞西礦業集團總醫院
黑龍江省雞西市人民醫院
大興安嶺林業集團總醫院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紅十字急救中心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黑龍江省七台河市醫院
黑龍江省七台河礦業精煤集團有限公司總醫院
齊齊哈爾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急救中心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第一醫院
黑龍江省雙鴨山煤炭工業總醫院
黑龍江省綏化市第一醫院
黑龍江省伊春林業管理局中心醫院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川縣人民醫院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婦幼保健醫院
長航宜昌醫院
長江航運總醫院
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中醫院
崇陽縣人民醫院
大悟縣中醫院
鄂州市第一醫院
廣水市第一人民醫院
廣水縣第二人民醫院
漢川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黑龍江省大慶市薩爾圖區中康街9號
林甸縣林甸鎮西街
大慶市薩爾圖區中康街 9號
哈爾濱市太平區衛星路38號
哈爾濱市健康路51號
哈爾濱市道裡區地段街 169號
哈爾濱市南崗區學府路246號
哈爾濱市南崗區勝利路 80號
虎林市建設西路102號
佳木斯市長安路
佳木斯市保衛路
佳木斯市中山街
佳木斯市德祥街
牡丹江市愛民區西地明街 38號
牡丹江市太平路
牡丹江市向陽街36號
大慶市西泰路54號
牡丹江市西長安街 4號
牡丹江市愛民區西海林街
牡丹江市通江街5號
寧安市中心東街1號
牡丹江市寧安市寧安鎮通江路70號
齊齊哈爾市建華區文化大街59－1號
齊齊哈爾市鐵峰區平安南街 13號
齊齊哈爾市中華東路號
齊齊哈爾市建華區文化大街59－1號
望奎縣城奮鬥路
哈爾濱市五常市亞臣大街56號
遜克縣奇克鎮文化路248號
依蘭縣五國街111號
黑龍江省北安市交通路54號
黑龍江省賓縣賓州鎮西大街154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友誼路57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靖宇大街119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哈中路150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龍江街89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頤園街37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郵政街23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香坊區中山路82號
黑龍江省鶴崗市工農區
黑龍江省黑河市東興路49號
黑龍江省雞西市雞冠區和平北大街198號
黑龍江省雞西市雞冠區興國中路9號
黑龍江省加格達奇區朝陽路11號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長安路中段900號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愛民區建衛路4號
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區山湖路1號
黑龍江省七台河桃山區大同路44號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向陽大街26號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紅十字裕民一街29號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龍沙區公園路20號
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尖山區新興大街66號
黑龍江省綏化市北二東路148號
黑龍江省伊春市伊春區新興西路251號
黑龍江省樺川縣悅來鎮悅來大街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保衛路538號
宜昌市東山大道157－1號
武漢市江岸區惠濟路1號
長陽縣龍舟坪鎮清江路老橋灣
崇陽縣天成鎮解放路50號
大悟縣城關鎮孝感新華路98號
鄂州市文星路9號
廣水市應山辦事處渡蟻橋路10號
湖北省廣水辦事處解放路28號
漢州縣城關鎮歡樂橋 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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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湖北

洪湖市中醫院
湖北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湖北醫科大學附屬同仁醫院
湖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黃石市二院
黃石市五醫院
京山縣人民醫院
荊門市第二人民醫院
荊門市中醫院
荊沙市第一人民醫院
荊沙市中日友好醫院
梨園醫院
利川市人民醫院
麻城市第二人民醫院
麻城市人民醫院
十堰市人民醫院
隨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鐵道部第十一工程局中心醫院
通山縣人民醫院
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武昌鐵路醫院
武漢鋼鐵公司第一職工醫院
武漢軍工總醫院
武漢市第二醫院
武漢市第十一醫院
武漢市第十醫院
武漢市第四醫院
武漢市第五醫院
武漢市兒童醫院
武漢市黃陂縣中醫院
武漢鐵路中心醫院
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
仙桃市第一人民醫院
襄樊市第一人民醫院
襄樊市中醫院
陽新縣人民醫院
宜昌市第二人民醫院
宜昌市第三人民醫院
宜昌市中醫院
應城市人民醫院
雲夢縣中醫院
鄖西縣人民醫院
鄖縣中醫院
枝城市第二人民醫院
枝江市人民醫院
中建三局武漢中心醫院
湖北省巴東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長陽縣土家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大悟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醫院
湖北省當陽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中心醫院
湖北省來鳳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房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公安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谷城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紅安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洪湖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黃岡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黃梅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黃石市第二醫院
湖北省黃石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監利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建始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荊州市洪湖市文泉西路6號
武昌東湖路169號
武漢市武昌彭劉楊路
武昌花園山4號
黃石市黃石港青山橋102號
黃石市下陸區下陸大道33號
荊門市京山市京源大道448號
荊門市象山大道
荊門市金蝦路137號
荊沙市沙市區航空路8號
沙市江津路15號
武漢市武昌區東湖生態風景區沿湖大道39號
利川市利北路22號
麻城市宋埠鎮友誼路3號
麻城市貢家巷29號
十堰市朝陽路85號
隨州市列山大道北段
襄樊市春園路4號
湖北省咸寧市通山縣新南街97號
武漢漢口解放大道1277號
武漢市武昌區揚園街
武漢市青山冶金大道
武漢市中山大道26號
漢口江岸勝利街26號
武漢漢口沿河大道7號
漢口解放大道50號
漢口漢正街473號
武漢市漢陽顯整接428號
武漢市球場路213號
武漢市黃陂縣城關中山大道252號
武漢武昌蓮溪寺
湖北省武漢市武珞路627號
仙桃市綿陽大道東段87號
襄樊市解放路75號
襄樊市長征路112號
湖北省黃石市陽新縣懦學垴路81號
宜昌市西陵一路58號
宜昌市港窯路15號
宜昌市勝利三路1號
應城市西大街34號
雲夢縣城關朝陽村73號
鄖西縣城關鎮康復大道48號
湖北省鄖縣城關東嶺廣場北65號
枝城辦事處大同路31號
枝江縣馬家店鎮
武漢市珞獅路36號
湖北省巴東縣信陵鎮金岭路9號
湖北省長陽縣龍舟坪鎮清江路83號
湖北省大悟縣城關鎮建新街
湖北省大冶市城北開發區東風路19號
湖北省丹江口市沙駝營路167號
湖北省當陽市玉陽路71號
湖北省恩施市舞陽大街161號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來來鳳縣鳳中路2號
湖北省房縣神農路28號
湖北省公安縣鬥湖堤新建街 10號
湖北省谷城縣縣府街48號
湖北省紅安縣城關鎮陵園大道附50號
湖北省洪湖市新堤鎮宏偉北路34號
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考棚街11號
湖北省黃梅縣黃梅鎮五祖大道137號
湖北省黃石市黃石港區青山橋102號
湖北省黃石市天津路141號
湖北省監利縣容城鎮紅軍路334號
湖北省建始縣業州鎮人民大道健康路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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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湖北

湖南

湖北省荊門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荊州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一醫院
湖北省潛江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醫院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隨州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天門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通城縣人民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
湖北省武漢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武漢市急救中心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
湖北省武穴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浠水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咸豐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咸寧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咸寧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襄樊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醫院
湖北省興山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醫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醫院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醫院
湖北省英山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遠安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雲夢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北省竹山縣人民醫院
湖北省竹溪縣人民醫院
武漢科技大學附屬醫院
常德市第二醫院
常德市第一人民醫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南兒童醫院
衡陽市中心醫院
衡陽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湖南醫科大學附屬三院
湖南醫科大學附屬湘雅醫院
懷化地區第二人民醫院
懷化地區第一人民醫院
廣州軍區163醫院
零陵地區人民醫院
瀏陽市人民醫院
婁底地區人民醫院
邵陽市東區人民醫院
湘潭市中醫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益陽市中心醫院
張家界市人民醫院
腫瘤醫院
湖南省長沙市醫療急救站
湖南省長沙市第四人民醫院
湖南省人民醫院
湖南省婦幼保健院
湖南省長沙市第三人民醫院
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張家界市慈利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湖北省荊門市象山大道67號
湖北省荊州市荊中路54號
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航空路3號
湖北省老河口市線子街9號
湖北省潛江市章華中路22號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區人民南路29號
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鎮民主路152號
湖北省隨州市龍門街60號
湖北省天門市竟陵人民大道東43號
湖北省通城縣雋水鎮民主路169號
湖北省武漢市漢口解放大道1095號
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勝利街26號
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新華路10號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169號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解放路238號
湖北省武穴市保康路63號
湖北省浠水縣清泉鎮車站東路256號
湖北省咸豐縣高樂山鎮前勝街38號
咸寧市溫泉路60號
湖北省咸寧市永安懷德路16號
湖北省襄樊市襄城荊州街142號
湖北省孝感市廣場街廣場路6號
湖北省興山縣高陽鎮勞動街130號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區湖堤街4號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27號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東湖大道31號
湖北省宜城市龍門路10號
湖北省英山縣溫泉鎮雞鳴路63號
湖北省遠安縣鳴鳳鎮東門路7號
湖北省雲夢縣城關鎮建設路32號
湖北省鄖西縣城關康富大道43號
湖北省棗陽市北城大西街16號
湖北省枝城市陸城東正街52號
湖北省竹山縣城關鎮人民路3號
湖北省竹溪縣城關鎮東門街33號
武漢市武昌區丁字橋塗家嶺9號
常德市德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德山大道413號
常德市人民東路
郴州市羅家井102號
湖南省長沙市梓園路86號
衡陽市雁城路12號
衡陽市解放路60號
長沙市河西桐梓坡路
長沙市芙蓉區人民中路139號
懷化市城東新區五溪大道（五溪文化廣場對面）
懷化市錦溪南路 114號
湖南長沙市開福區洪山橋1號
永州市瀟湘西路33號
瀏陽市城關鎮人民路49號
湖南省婁底市漣鋼碧溪路
少東風路39號
湘潭市雨湖區人民路238號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世紀大道與建新路交匯處
益陽市康復路8號
張家界市天門路 10號
長沙市河西咸嘉湖
湖南省長沙市東區朝陽路32號
湖南省長沙市麓山路74號
湖南省長沙市解放西路61號
湖南省長沙市湘春路53號(興漢門、湖南日報隔壁)
湖南省長沙市勞動西路176號
湖南省長沙市人民路156號
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桐梓坡路
湖南省城布苗族自治縣城儒林鎮城西路2號
湖南省慈利縣零陽鎮東街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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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湖南

吉林

江蘇

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南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湖南省衡陽市中心醫院
湖南省桑植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醫院
湖南省邵陽市中心醫院
湖南省石門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桃源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新寧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永順縣人民醫院
湖南省岳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湖南省株洲市第一醫院
湖南省桃源縣紅十字醫院
湖南省財貿醫院
株洲市二醫院
安圖縣中醫院
白求恩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院
白求恩醫科大學第三臨床醫學院
白求恩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白山市中心醫院
長春市第二醫院
長春市中心醫院
長春一汽集團公司職工醫院
敦化市中醫院
吉林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吉林醫學院附屬醫院
結核病骨病醫院
解放軍第461醫院
遼源市中心醫院
四平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延邊腦科醫院
延邊眼耳鼻喉科醫院
延吉市延邊醫學院附屬醫院
吉林省白城市中心醫院
吉林省長春市兒童醫院
吉林省腫瘤醫院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
一汽總醫院吉林大學第四醫院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
吉林省人民醫院
吉林省長春鐵路醫院
吉林大學第二醫院
瀋陽鐵路局吉林中心醫院
吉林省吉林市中心醫院
北華大學附屬醫院
吉林省吉林市急救中心
吉林省吉林市創傷醫院
吉林省吉化集團公司總醫院
遼源礦務局職工總醫院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醫院
吉林省松原市中心醫院
吉林油田總醫院
通化鋼鐵集團公司職工醫院
吉林省通化市中心醫院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醫院
延邊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
吉林市中醫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三一醫院
濱海縣人民醫院
常熟市第二人民醫院
常熟市第一人民醫院
常熟市中醫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海安縣第三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湖南省衡陽市船山路69號
湖南省衡陽市解放路30號
湖南省衡陽市雁城路12號(雁峰公園斜對面)
湖南省桑植縣澧源鎮朱家台
湖南省韶山市清溪鎮民主路7號
湖南省邵陽市西區乾元巷36號
湖南省石門縣楚江鎮蝶陽路45號
湖南省桃源縣漳江鎮橫東街2號
湖南省新寧縣金石鎮廣場路46號
湖南省永順縣靈溪鎮棚場街20號
湖南省岳陽市岳東路39號
湖南省株洲市車站路24號
湖南省桃源縣漳江中路38號
長沙市天心區坡子街52號
湖南株洲市石峰區康復路89號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新安路
長春市自強街18號
長春市自由大路148號
長春市新民大街1號
白山市通江路19號
長春市翔雲街11號
長春市人民大街66號
長春市東風大街67號
敦化市翰章南大街77號
吉林市長春路9號
吉林市南京街30號
九台市文衛路49號
長春市朝陽區自由大路2號
遼源市東吉大路150號
四平市鐵西區站前英雄大街49號
延吉市局子街174號
延吉市新興街健康路1號
延吉市局子街119號
吉林省白城市海明東路32號
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北安路1175號
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湖光路32號
吉林省長春市新民大街71號
吉林省長春市東風大街2643號
吉林省長春市仙台大街126號
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工農大路1183號
吉林省長春市寬城區南京大街22號
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自強街218號
吉林省吉林市昌區中興街36號
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南京街4號
吉林省吉林市南京街30號
吉林省吉林市南京街4號
吉林省吉林市松江東路19號
吉林省吉林市遵義東路52號
吉林省遼源市西安區礦電大街10號
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南迎賓街89號
吉林省松原市寧江區建設街13號
吉林省松原市寧江區沿江西路960號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區東華路62號
吉林省通化市建設大街新光路8號
吉林省通化市華大街13號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119號
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北大街45號
吉林省通化市建設大街1888號
濱海縣阜東中路110號
常熟市海虞南路68號
常熟市虞山鎮九萬圩
常熟市虞山鎮北門大街41號
常州市興隆巷29號
常州市蘭陵路50號
海安縣海安鎮閘北路12號(海安城北醫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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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江蘇

淮陰市第三人民醫院
淮陰縣人民醫院
江寧縣中醫院
江蘇省人民醫院
江蘇省腫瘤醫院
江陰市中醫院
連雲港市第一人民醫院
連雲港市中醫院
南京市大廠醫院
南京市鼓樓醫院
南京市江浦縣人民醫院
南京市溧水縣人民醫院
南京市六合縣中醫院
南京市浦口醫院
南京市胸科醫院
南京市中醫院
南京市鐘山醫院
南京軍區總醫院
南通市第二人民醫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
南通市婦產科醫院
南通醫學院附屬醫院
沛縣華陀醫院
石油勘探局職工醫院
沭陽縣人民醫院
蘇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蘇州市第四人民醫院
蘇州醫學院第一附院
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
宿遷市人民醫院
太倉市第一人民醫院
泰興市第二人民醫院
泰州市中醫院
吳江市第二人民醫院
響水縣人民醫院
徐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鹽城市第二人民醫院
鹽城市第一人民醫院
張家港市中醫院
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中醫院*
江蘇省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蘇省常州市紅十字急救中心
江蘇省淮陰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蘇省淮安市楚州醫院
江蘇省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
江蘇省揚州友好醫院
江蘇省江陰市人民醫院
江蘇省崑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
江蘇省中醫院
江蘇省南京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江蘇省南京市第一醫院
江蘇省南京市急救中心
江蘇省蘇州市吳中人民醫院
江蘇省泰州市人民醫院
江蘇省無錫市救護站
江蘇省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
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
江蘇省徐州市急救醫療中心
江蘇省揚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
江蘇省揚州市救護總站
江蘇省宜興市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淮陰市淮海西路272號
淮陰縣北京西路138號
江寧縣東山鎮方苑巷1號
南京市廣州路300號
南京百子亭42號
江陰市人民中路130號
新浦通灌路18號
連雲港市朝陽中路
南京市太子山路59號
南京中山路321號
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江浦縣珠江鎮北門
溧水縣大東街35號
南京六合通玄街7號
南京市浦園路7號
南京市廣州路215號
南京市秦淮區夫子廟金陵路1號
南京市孝陵衛179號
江蘇南京市玄武區中山東路305號
南通市唐閘興隆街43號
南通市孩兒巷北路6號
南通市青年西路30號
南通市西寺路20號
沛縣沛城東風路16號
河南南陽油田遼河路
沭陽縣人民路25號
蘇州市道前街26號
蘇州市白塔西路16號
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總院)旁
蘇州市三香路181號
蘇州市景德路303號
宿遷市徐淮路80號
天太倉市城廂鎮西門街22號
泰興市黃橋文明路
泰州市邑廟街24號
吳江市平遠鎮通運路
響水縣東方紅大街87號
徐州市煤建路32號
鹽城市通榆北路19號
鹽城市越河路14號
張家港市楊舍鎮康樂路4號
鎮江市新馬路1號
南京市漢中路155號
江蘇省常州市局前街185號
江蘇省常州市清潭木梳路26號
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北京路71號
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嶽廟東街14號
江蘇省淮安市淮海南路62號
江蘇省江都市邵伯鎮
江蘇省江陰市澄江鎮壽山路163號
江蘇省崑山市前進西路91號
江蘇省南京市丁家橋87號
江蘇省南京市漢中路155號
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孝陵路179號
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長樂路68號
江蘇省南京市中山路231號
江蘇省蘇州市東吳北路61號
江蘇省泰州市迎春路210號
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中山路30號
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中山路68號
江蘇省徐州市淮海西路99號
江蘇省 徐州市解放路199號
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泰州路45號
江蘇省揚州市南通西路98號
江蘇省揚州市史可法路23號
江蘇省宜興市通貞觀路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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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江蘇

江西

江蘇省張家港市中醫院
江蘇省鎮江市急救中心
江蘇大學附屬醫院
常熟市第二人民醫院
江蘇省無錫市人民醫院
溧水縣中醫院
江蘇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安義縣人民醫院
東鄉縣中醫院
兒童醫院
奉新縣人民醫院
奉新縣中醫院
撫州地區人民醫院
贛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廣昌縣人民醫院
廣豐縣人民醫院
吉安地區人民醫院
吉安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西醫學院附屬二院
江西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
江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井崗山市人民醫院
景德鎮市第二人民醫院
景德鎮市第一醫院
九江市中醫院
九江醫專附屬醫院二部
南昌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南京軍區94醫院
南豐縣人民醫院
南豐縣中醫院
萍鄉蘆溪中醫院
瑞昌市人民醫院
上饒地區人民醫院
泰和縣人民醫院
萬安縣中醫院
武寧縣人民醫院
新余市人民醫院
宜春市人民醫院
宜春市袁州醫院
宜春市中醫院
宜豐縣人民醫院
弋陽縣中醫院
玉山縣中醫院
江西省安福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崇仁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大餘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東鄉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撫州市第一醫院
江西省撫州市第二醫院
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第一中醫院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醫院
江西省贛州市中醫院
江西省金溪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九江學院附屬醫院
江西省臨川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西省臨川市人民醫院
江西省龍南縣醫院
江西省廬山人民醫院
江西省人民醫院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醫院
江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江西省南昌市急救中心
江西省南康市第一人民醫院
江西省寧都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江蘇省張家港市長安南路77號
江蘇省鎮江市丁卯橋路1號
江蘇省鎮江市解放路438號
江蘇省常熟市海虞南路68號
江蘇省無錫市清揚路299號
江蘇省溧水縣永和鎮珍珠南路3號
江蘇省徐州市中山北路19號
南昌市安義縣龍津鎮文峰路55號
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恆安西路
南昌市陽明路32號
宜春市奉新縣獅山大道179號
奉新縣城陳家井
撫州市臨川區迎賓大道1099號
贛州市青年路31號
廣昌縣盱江鎮解放路肆拾號
江西省上饒市廣豐縣考場路37號
吉安市井崗山大道50號
吉安市北門街243號
南昌市民德路1號
南昌市福州路9號
南昌市八一大道
井崗山市樓房竹坳路8號
江西省景德鎮市廣場北路3號
景德鎮市中華北路317號
九江市濱湖路7路
東院區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潯陽東路57號
南昌市八一大道90號
江西南昌市井岡山大道 890號
江西省南豐縣琴城鎮交通路99號
南豐縣人民路16號
萍鄉市蘆溪縣人民中路75
瑞昌市建設路10號
上饒市前進路14號
吉安市泰和縣勝利路158號
萬安縣城五云路37號
武寧縣新寧鎮建設路2號
新余市城南團結西路8號
宜春市中山東路
宜春市中山西路
宜春市袁州區中山中路501號
江西省宜春市宜豐縣南門路30號
江西省弋陽縣方志敏大道中路18號
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冰溪鎮博士大道589號
江西省安福縣平都鎮南街64號
江西省崇仁縣巴山鎮勝利路104號
江西省大餘縣南安鎮余東街人民路4號
江西省東鄉縣舒同路154號
江西省撫州市贛東大道421號
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大道48號
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大公路240號
江西省贛州市紅旗大道17號
江西省贛州市西津路38號
江西省金溪縣秀谷鎮西大道
江西省九江市潯陽區塔嶺南路48號
江西省九江市潯陽區潯陽東路57號
江西省臨川市龍津北路25號
江西省臨川市上頓渡鎮荊公路50號
江西省龍南縣龍南鎮紅旗大道77號
江西省廬山大林路680號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愛國路92號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象山北路128號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永外正街11號
江西省南昌市陽明路440號
江西省南康市蓉江鎮泰康中大道19號
江西省寧都縣梅江鎮環西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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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江西

遼寧

江西省萍鄉市人民醫院
江西省萍鄉市第二人民醫院
江西省瑞金市人民醫院
江西省遂川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新幹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新余市中醫院
江西省興國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鷹潭市人民醫院
江西省永豐縣人民醫院
江西省永新縣人民醫院
江西醫學院撫州分院附屬醫院
鞍山市第二醫院
本溪市中心醫院
本溪市中醫院
大連市第二人民醫院
大連市第三人民醫院
大連市第五醫院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二院
大石橋市中心醫院
丹東市第二醫院
撫順市中心醫院
阜新市中醫院
遼寧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凌海市人民醫院
凌源市第一人民醫院
盤錦市第一人民醫院
盤錦市婦嬰醫院
普蘭店市第二人民醫院
普蘭店市第一人民醫院
沈陽市結核病防治中心
沈陽市胸科醫院
鐵法礦務局總醫院
瓦房店市第三人民醫院
瓦房店市第四人民醫院
營口市中心醫院
中國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院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遼寧省鞍山市中心醫院
遼寧省大連市第四人民醫院
遼寧省大連市急救中心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遼寧省大連市中醫醫院
遼寧省大連市友誼醫院
遼寧省丹東市中心醫院（前身為丹東市第二醫院）
錦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遼寧省康平縣人民醫院
遼寧省盤錦市第二人民醫院
遼寧省遼河油田中心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骨
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人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安寧醫院
瀋陽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急救中心
遼寧省瀋陽市兒童醫院
七三九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第四人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二四二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一五七醫院
遼寧省人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人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紅十字會醫院
瀋陽鐵路分局蘇家屯鐵路醫院
東北輸變電設備集團中心醫院
瀋陽醫學院附屬中心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第九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廣場路128號
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牛角坪
江西省瑞金市像湖鎮紅都大道154號
江西省遂川縣泉江鎮工農兵大道23號
江西省新幹縣金川鎮濱陽路20號
江西省新余市抱石東大道518號
江西省興國縣瀲江鎮鳳凰路247號
江西省鷹潭市月湖區勝利西路31號
江西省永豐縣步行街
江西省永新縣禾川鎮民主街大窩港
江西省臨川市文昌橋區贛東大道123號
鞍山市解放路58號
本溪市明山區兆興路
遼寧省本溪市市府北街9號
大連市西崗區宏濟街29號
大連市甘井子區千山路40號
大連市沙河口區黃河路890號
大連市沙河口區中山路467號
大石橋市康復路
丹東市振興區人民路
撫順市新撫區新城路5號
阜新市新華路 115號
沈陽市皇姑屯區北陵大街33號
凌海市大凌河渤海路中段
凌源市市府路西段 75號
盤錦市興隆台區
盤錦市雙台子區
普蘭店市皮口鎮
普蘭店市康復街
沈陽市東陵區東陵路304號
大東區北海街11號
遼寧省鐵法市調兵山市鐵法鎮44號
瓦房店市北共濟街三段52號
瓦房店市西郊老皮鋪
營口市站前區建設街89號
沈陽市和平區三好街36號
沈陽市和平區南京北街155號
遼寧省鞍山市鐵東區南中華路77號
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椒北路6號
遼寧省大連市沙河口區蓮花山路66號
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222號
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解放路321號
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三八廣場8號
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人民街70號
遼寧省錦州市古塔區人民街五段2號
遼寧省康平縣康平鎮前進街
遼寧省盤錦市雙台子區紅旗大街
遼寧省盤錦市興隆台區振興街
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東北大馬路115號
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津橋路19號
遼寧省瀋陽市東陵區三窪街丙－95號
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北九馬路20號
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南八馬路137號
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崇山東路74號
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北大街121號
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南大街20號
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樂山路3號
遼寧省瀋陽市區民強街1號
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文藝路33號
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正陽街200號
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中山路389號
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區雪松路42號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建業路8號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南七西路5號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南十一西路18號（瀋陽市勞動公園北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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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遼寧

內蒙古

寧夏

遼寧省瀋陽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職工醫院
遼寧省瀋陽礦務局職工總院
中國醫科科研大學附屬第四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於洪區人民醫院
遼寧省瀋陽市東藥醫院
瀋陽軍區總醫院
海軍406醫院
遼寧省新民市人民醫院
巴林右旗人民醫院
包頭市第二醫院
包頭市第四醫院
包頭市鋼鐵公司職工醫院
包頭市九九集團醫院
包頭市蒙醫中醫醫院
包頭市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醫院
赤峰市元寶山區第三醫院
東烏珠穆沁旗人民醫院
解放軍253醫院
涼城縣醫院
內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人民醫院
內蒙古包頭市郊區醫院
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醫院
內蒙古滿洲里市第一醫院
內蒙古烏達礦務局醫院
內蒙古興安盟人民醫院
內蒙古伊克昭盟醫院
烏蘭察布盟卓資縣人民醫院
錫林郭勒盟醫院
錫林浩特市人民醫院
胸科醫院
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醫院
伊盟達拉特旗人民醫院
哲里木盟醫院
準格爾煤炭工業公司職工醫院
自治區中蒙醫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中心醫院
內蒙古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克什克騰旗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市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科爾泌左翼後旗人民醫院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
內蒙古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紅十字急救輸送中心
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醫院
霍林河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林西縣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奈曼旗人民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人民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林業總醫院
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中心醫院
回族自治縣第二人民醫院
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醫院
寧夏涇源縣醫院
寧夏青銅峽市人民醫院
寧夏石嘴山市第二人民醫院
寧夏石嘴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寧夏中衛縣人民醫院
平羅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衛工北街28號
遼寧省瀋陽市新城子區建設北一路
遼寧省瀋陽市於洪區崇山東路4號
遼寧省瀋陽市於洪區東湖街14號
遼寧省瀋陽鐵西區北二路重工北街37號
瀋陽沈河區文化路 83號
遼寧大連旅順口區茂街 89號
遼寧省新民市西城區康復街20號
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鎮
包頭市東河區環城西路
內蒙古包頭市青山區
內蒙古包頭市昆區少先路
內蒙古包頭市九九集團醫院
內蒙古包頭市東河區工興路
內蒙古包頭市昆區林蔭路41號
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烏月鎮新華街中段
赤峰市元寶山區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人民醫院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愛民路5號
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涼城縣
內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八音浩特鎮健康街
內蒙古包頭市郊區沙河鎮
內蒙古赤峰市克旗經棚鎮應昌路北段
內蒙古滿洲里市三道街9號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區解放北路
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浩特市
內蒙古東勝市鄂爾多斯西街23號
內蒙集寧市解放路170號
內蒙古錫林浩特市那達慕大街9號
內蒙古錫林浩特市貝於廟街22號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徐家沙梁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熱鎮
內蒙古包頭市效政區沙河鎮
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大街116號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薛家灣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健康街15號
內蒙古巴彥淖爾盟林河市新華東街35號
內蒙古包頭市東河區環城西路61號
內蒙古包頭市昆區林蔭路41號
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區昭烏達路中段1號
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經棚鎮園林路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區伊金霍洛西街23號
內蒙古二連浩特市新華大街24號
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甘旗卡鎮內團結路中段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區通道北街1號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區文化街營房道1號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昭烏達路20號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新華大街90號
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海拉爾市勝利大街20號
內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心路路南
內蒙古集寧市解放路157號
內蒙古林西縣林西鎮東街
內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鎮奈曼街中段
內蒙古寧城縣天義鎮中京街
內蒙古烏海市海勃灣區黃河東街29號
內蒙古牙克石市林城路81號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
寧夏固原縣文化街282號
寧夏銀川市新市區懷遠西路
固原市涇源縣香水西街99號
寧夏青銅峽市小壩鎮西街
寧夏石嘴山市大武口遊藝西街 210 號
寧夏石嘴山區康樂路一號
寧夏縣中衛縣西大街
寧夏平羅縣城關鎮北大街團結西 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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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

青海

山東

吳忠市人民醫院
醫學院附屬醫院
蘭州軍區5院
銀川市第二人民醫院
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
銀川市口腔醫院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人民醫院
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人民醫院
寧夏回族自治區煤炭總醫院
銀川鐵路分局銀川醫院
海西州第二人民醫院
海晏縣人民醫院
黃南州人民醫院
青海醫學院附屬醫院
蘭州軍區4院
青海省格爾木市人民醫院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人民醫院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醫院
青海省海西州人民醫院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青海省人民醫院
青海省婦產兒童醫院
青海省紅十字醫院
青海大學附屬醫院
安丘市人民醫院
肥城市中醫院
高青縣人民醫院
廣饒縣醫院
荷澤地區人民醫院
濟南市長清縣人民醫院
濟南軍區總醫院
濟南醫院*
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
莒南縣中醫院
樂陵縣人民醫院
聊城地區第三人民醫院
臨朐縣人民醫院
臨沂市中醫院
陵縣中醫院
蒙陰縣中醫醫院
棲霞市人民醫院
僑聯醫院
青島市立醫院
青島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海軍401醫院
山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商河縣中醫院
泰安市腫瘤防治所
郯城縣第一人民醫院
滕州市中心人民醫院
威海市立醫院
威海市中醫院
維坊市立醫院
維坊市人民醫院
濰坊市中醫院
文登市正骨醫院
無棣縣人民醫院
五蓮縣人民醫院
新泰市人民醫院
煙台市福山區人民醫院
煙台市交通部救助打撈局海員醫院
陽谷縣中醫院
陽信縣人民醫院
沂南縣人民醫院
沂水縣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
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勝利街
寧夏銀川勝利南街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新城區
銀川市利群西街
銀川市解放東街191號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文化街83號
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城人民路6號
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大武口區朝陽西街168號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新城區懷遠路499號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爾木市站前二路站前2路7號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縣三角城大街188號
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隆務北街37號
西寧市同仁路13號
青海西寧八一路 20號
青海省格爾木市崑崙76號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鎮海晏路南側
青海省海北州門源南環路5號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烏蘭路
青海省世和縣蛤卜蛤鎮綠洲北路44號
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共和路2號
青海省西寧市共和南路15號
青海省西寧市南大街55號
青海省西寧市同仁路29號
安丘市健康路246號
肥城市長山街024號
高青縣城青城路11號
廣饒縣城中路23號
菏澤市康復路12號
長清縣新城區清河鎮
濟南師範路 25號
濟南市歷下區後崗子街74號
濟寧市天津府街1號
臨沂市莒南縣黃海路106號
德州市慶雲縣慶豐路777號
聊城市建設東路17號
臨朐縣臨朐路19號
臨沂市解放路西段門牌120號
山東省德州市陵城區中醫院(陵州東路北
蒙陰縣蒙山路45號
煙台市棲霞市民生路259號
淄博市柳泉路55號
青島市膠州路1號
青島市四流南路127號
山東青島閩江路 2號
濟南市文化西路107號
商河縣青年路10號
泰城三里大街中段
郯城縣郯西路79號
滕州市杏壇路181號
威海市和平路70號
威海市青島北路29
維坊市維城區北宮西街169號
維坊市奎文廣街5號
濰坊市維州路668號
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峰山路1號
山東省濱州市無棣縣院前街181號
五蓮縣城利民路2號
泰安市新泰市新甫路1329號
煙台市福山區港城西大街111號
煙台市芝罘區芝罘島東路180號
陽谷縣安平路57號
陽信縣陽城三路108號
沂南縣城歷山路
臨沂市沂水縣正陽路2號

Page 18 of 26

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山東

山西

鄆城縣中醫院
棗莊市立醫院
棗莊市嶧城區人民醫院
棗莊市腫瘤醫院
沾化縣中醫院
招遠市中醫院
淄博口腔醫院
淄博市第一醫院
淄博市臨淄區中醫院
淄博市中醫院
淄博市周村區醫院
鄒平縣人民醫院
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
山東省德州市人民醫院
山東石化集團勝利石油管理局濱海醫院
山東省勝利石油管理局第四醫院
山東省濟南市中心醫院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
山東省青島市急救中心
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
山東省榮成市第二人民醫院
山東省乳山市人民醫院
山東省乳山市中醫院
山東省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
泰山醫學院附屬醫院
山東省泰安市中心醫院
山東省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
山東省煙台毓璜頂醫院
臨沂市河東區人民醫院
山東醫專附屬眼科醫院
臨沂市沂水中心醫院
濟南軍區總醫院
武警山東省總隊醫院
山東省眼科醫院
濟南軍區88醫院
濟南軍區89醫院
濟南軍區107醫院
山東省榮軍總醫院
長治市北鐵三局一處醫院
大同礦務局第一職工醫院
洪洞縣中醫院
吉縣人民醫院
交口縣人民醫院
平遙縣人民醫院
曲沃縣人民醫院
北京軍區264醫院
山西省人民醫院
山西省腫瘤醫院
朔州市電建二公司職工醫院
鐵道部第三工程局中心醫院
鐵道部第十二工程局第四工程處
夏縣人民醫院
杏花村汾酒集團公司職工醫院
中陽縣人民醫院
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
山西省長治市第二人民醫院
山西省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三醫院
山西省大同市第五人民醫院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醫院
山西省臨汾市人民醫院
山西省兒童醫院
山西省眼科醫院
山西省太原市中意友好急救中心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鄆城縣西門街305號
棗莊市龍頭路12號
棗莊市宏學路4號
滕州市文昌路騰飛東路1299號
沾化縣沿河路28號
招遠市泉山東路88號
淄博市張店區西一路56號
淄博市博山區峨嵋山東路
淄博市淄博區南二路74號
淄博市周村區新建東路7號
淄博市棉花市街3號
濱州市鄒平市黃山二路22號
山東省濱州市黃河二路661號
山東省德州市三八路1號
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仙河鎮
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中心路
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解放路105號
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經十路66號
山東省濟南市文化西路107號
山東省青島市北區勁松三路176號
山東省青島市江蘇路16號
山東省榮成市石島管理區港灣街道辦事處青龍路16號
山東省乳山市勝利街77號
山東省乳山市新華街47號
山東省濟寧市健康路6號
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大街706號
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龍潭路29號
山東省文登市米山東路西3號
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毓東路20號
臨沂市河東區趙莊
臨沂市青年路41號
沂水縣健康路82號
濟南市師範路25號
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漿水泉路12-8號
濟南市經四路372號
山東泰安市紅門東村 6號
山東濰坊市坊子區
山東煙台市只楚南路 7號
濟南市解放路23號
山西省長治市郊區鐵三局一處居委會
山西省大同市礦務局雁西街
洪洞縣萬安鎮古槐北路98號
臨汾市吉縣新華西街221號
交口縣城雲夢街028號
晉中市平遙縣曙光路61號
曲沃縣城關鎮東街3號
山西省太原市迎澤區橋東街中段30號
太原市雙塔寺街99號
太原市職工新街8號
朔州市朔城區北邵莊
太源市塢城東街48號
介休市西關正街36號
運城市夏縣新建南路24號
山西省杏花村 （汾陽縣西堡村〕
呂梁市中陽縣南正街8號
山西省長治市延安南路110號
山西省長治市英雄南路和平西街83號
山西省大同市礦區蔣家灣街
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北路141號
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南路醫衛街1號
山西省臨汾市解放西路17號
山西省太原市北城區新民北街12號
山西省原市府東街100號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路東三道巷1號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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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山西

陜西

上海

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醫院
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醫院
山西省陽泉市第一人民醫院
山西省陽泉市第三人民醫院
山西省運城市中心醫院
山西省臨汾地區人民醫院
霍州煤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醫院-北礦區分院
寶雞市中心醫院
寶雞市中醫院
蘭州軍區3院
澄城縣中醫醫院
風翔縣醫院
鳳縣醫院
扶風縣人民醫院
漢中地區醫院
核工業部咸陽215醫院
戶縣醫院
臨潼縣鐵道部第一工程局機築處 醫院
洛南縣中醫院
人民醫院
陝西省咸陽市鐵一局咸陽中心醫院
商洛地區醫院
太白縣醫院
太原鐵三局中心醫院
銅川市人民醫院
渭南市第二醫院
渭南市站北路鐵路醫院
渭南市中心醫院
武警部隊陝西省總隊醫院
西安電力中心醫院
西安航空發動機公司職工醫院
西安航天醫院
西安華山分廠職工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醫院
西安軍工醫院
西安市第四醫院
西安市第一醫院
西安市紅十字會醫院
西安市未央區中醫院
西安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西鄉縣中醫院
咸陽市第三人民醫院
咸陽市鐵道部20工程局中心醫院
延安市寶塔區人民醫院
榆林地區第二醫院
鎮巴縣中醫院
陝西省寶雞市人民醫院
陝西省西安高新醫院
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
陝西省西京醫院
陝西省西安市急救中心
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
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
第四軍醫大學秦都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醫院
陝西省西安市中心醫院
陝西省咸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延安大學附屬醫院
寶鋼二十冶職工醫院
寶鋼冶金建設公司職工醫院
長徵醫院
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
第二軍醫大學長徵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382號
山西省忻州市健康西路12號
山西省陽泉市北大街218號
山西省陽泉市南大街167號
山西省陽泉市南山南路4號
山西省運城市紅旗西街173號
山西臨汾地區臨汾市解放西路17號
山西省霍州市礦務局
寶雞市姜譚路8號
寶雞市寶福路43號
陝西省寶雞市東風路45號
澄城縣南大街4號
風翔縣城秦鳳路22號
鳳縣雙石鋪鎮千水路
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西大街
漢中市康復路22號
咸陽市渭陽西路52號
戶縣甘亭鎮古城路48號
陝西省臨潼縣新豐鎮
洛南縣城河濱北路西段
西安市友誼西路214號
咸陽市渭城區人民東路78號
商州市北新街西段148號
寶雞市太白縣北大街漢源路63號
太原市小店區塢城東街2號
陝西省銅川市王益區健康路12號
渭南市東風街中段
渭南市臨渭區站北路25號
陝西省渭南市臨渭區東風大街西段
西安市友誼東路
西安市長纓東路9號福5號
西安市北郊徐家灣
西安市15號信箱714分箱
西安市解放南路9號
西安市咸寧西路28號
西安市西郊棗園路
西安市解放路9號
西安市南大街粉巷114號
西安市碑林區南稍門友誼東路555號
西安市太華北路
西安市西五中段36號
西鄉縣城關鎮漢白路
咸陽市楊陵區康樂路4號
咸陽市 新興北路
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七里鋪
榆林市榆陽區康安路、榆陽西路
鎮巴縣城關鎮新街43號
陝西省寶雞市經二路新華巷24號
陝西省西安市高新開發區團結南路16號
陝西省西安市壩橋區新寺路1號
陝西省西安市長樂西路15號
陝西省西安市解放路24號
西安市長東西路
西安市灞橋區新寺路1號
西安市長東西路
陝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277號(南郊健康路1號)
陝西省西安市西五路157號
陝西省西安市北大街後宰門4號
陝西省咸陽市人民東路78號
陝西省延安市中心街250號
上海市牡丹江路寶鋼1號門外
寶山區月浦魚塘路96號
上海鳳陽路415號
上海市長海路 174號
上海市風陽路 4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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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上海

四川

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醫院
第一人民醫院
公用醫院
紅十字急救中心
解放軍455醫院分院
解放軍第455醫院
靜安區中心醫院
浦南醫院
普陀區中醫院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寶鋼醫院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第九人民醫院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新華醫院
上海紡一醫院
上海紡織二院
上海海員醫院
上海建工醫院
上海浦東新區人民醫院
上海青浦朱家角人民醫院
上海市大場醫院
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醫療救護站
上海松江縣方塔醫院
上海鐵道大學附屬甘泉醫院
上海鐵路局中心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兒科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附屬金山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婦產科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華山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瑞金醫院
上海醫科大學中山醫院
上海中西醫結合醫院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友誼醫院
上海市崇明縣中心醫院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青浦分院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
上海市奉賢區中心醫院
上海市嘉定區中心醫院
上海市華東醫院
上海市南匯區中心醫院
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
上海市東方醫院
上海市松江縣中心醫院
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
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安岳縣中醫醫院
長寧縣人民醫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
成都軍區總醫院
川北醫學院附屬醫院
達縣人民醫院
德陽市人民醫院
都江堰市人民醫院
峨嵋山市人民醫院
甘孜州人民醫院
廣安縣人民醫院
廣元市急救中心
廣元市人民醫院
華西醫科大學第一附院
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上海市楊浦區長海路225號
上海市武進路85號
上海市石門一路 315弄 6號
上海市海寧路68號
上海市哈密路1713號
上海市淮海西路338號
上海市西康路259號
上海浦東南路2400號
上海市曹楊路1261號
上海市寶山區漠河路50號
上海市製造局路
上海市控江路1665號
上海江寧路1291號
上海市寧國路236號
上海市東長治路505號
上海中山北一路666號
上海浦東新區川沙鎮川環南路490號
青浦縣朱家角新鳳路117號
上海市大場鎮少年村路1號
閔行鶴慶路801號
上海市即墨路150號
松江縣茸城路40號
上海市新村路389號
上海延長中路301號
上海楓林路183號
上海金山衛經一路71號
上海汾陽路83號
上海方斜路419號
上海烏魯木齊中路12號
上海市瑞金二路197號
上海市醫學院路136號
上海市保定路230號
上海市普安路185號
上海市延安西路1474號
上海市崇明縣城橋鎮南門港街25號
上海市黃浦山東中路145號
上海市青浦區青浦鎮公園東路1158號
上海市徐匯區楓林路183號
上海市奉賢區南奉公路9588號
上海市嘉定區城北路1號
上海市靜安區延安西路221號
上海市南匯區惠南鎮人民路3100號
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大同路358號
上海市浦東新區即墨路150號
上海市松江區中山中路746號
上海市新村路389號
上海市徐匯區宜山路600號
上海市延長中路301號
上海市宜山路638號
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縣馬江街 38 號
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岳陽鎮正北街75號
長寧縣竹海路三段 289 號
成都市青龍街 82 號
四川省成都市蓉都大道天迴路270號
南充市文化路 113 號
達川市朝陽路165號
德陽市台山北路一段 173 號
都江堰市向陽坡街 1 號
峨眉山市三台山街94號
甘孜州康定西街94號
廣安縣濃洄鎮北倉路119號
廣元市利州東路 106 號
廣元市井巷子街 28 號
成都外南國學巷37號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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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四川

天津

華西醫科大學口腔醫院
簡陽市人民醫院
劍閣縣人民醫院
江油市人民醫院
閬中市人民醫院
樂山市人民醫院
涼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醫院
瀘定縣人民醫院
瀘州醫學院附屬醫院
眉山市人民醫院
綿陽市中 心醫院
名山縣人民醫院
南部縣人民醫院
南充市中心醫院
南坪縣人民醫院
內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彭州市人民醫院
邛崍市人民醫院
三台縣人民醫院
四川省人民醫院
四川省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
四川省資陽市人民醫院
松潘縣人民醫院
遂寧市人民醫院
汶川縣人民醫院
新都縣人民醫院
興文縣第二人民醫院
營山縣人民醫院
中江縣人民醫院
自貢市第一人民醫院
四川省成都市急救指揮中心
宜賓市第一人民醫院
四川省通江縣人民醫院
四川省平昌縣人民醫院
四川省巴中市人民醫院
四川省南江縣人民醫院
北京軍區254醫院
肺科醫院
河西醫院
薊縣人民醫院
天津市大港 區人民醫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天津市兒童醫院
天津市漢沽區醫院
天津市紅十字會醫院
天津市中醫醫院
天津塘沽醫院
天津鐵路中心醫院
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天津醫科大學第三醫院
天津醫院
天津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天津市寶坻區人民醫院
天津市北辰醫院
天津市東麗區東麗醫院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
天津市醫療急救指揮中心
天津市口腔醫院
天津市眼科醫院
天津市天和醫院
天津市胸科醫院
天津市中心婦產科醫院
天津市第三醫院
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
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4號
簡陽市花園街 140 號
劍閣縣普安鎮城北路 58 號
江油市竹市街11號
四川省閬中市保寧鎮
樂山市白塔街 80 號
四川省西昌市順城街
瀘定縣瀘橋鎮順河街25號
四川省瀘州市太平街
眉山縣城關鎮文廟街3號
綿 陽 市 常 家 巷 12 號
名山市西大街 160 號
南充市南部縣大南街135號
四川省南充市大北街128號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南坪縣永樂鎮順城街北段27號
內江市市中區沱中路 31 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南三環路255號
邛崍市臨邛鎮南環路 61 號
三台縣解放下街21號
成都市一環路西二段 32 號
宜賓市北正街19號
資陽市雁江區車城大道三段576號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映月街
遂寧市德勝路西段17號
文川縣縣城威州鎮較場橫街1號
新都縣新都鎮上南街 101 號
興文縣中城鎮中山街 211 號
營山縣朗池鎮南門口街40號
中江縣凱江鎮大北街139號
自貢市自井區尚義號1支路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122號
宜賓市文星街65號
四川省通江縣諾江鎮諾江中路412號
四川省平昌縣江口鎮新平街東段44號
巴中市巴州區新市街134號
四川省南江縣南江鎮紅星段101號
天律市河北區五馬路 160號
天津市河西區柳林路14號
天津市河西區瓊州道43號
天 津 市 興 華 大 街16 號
天津市大港區石化路 1號
天津復康路24號
天津市河西區馬場道 225 號
天津市漢沽區寨上大橋西側
天津市紅橋區勤儉道65號
天津市河北區中山路125號
塘沽區西半園路3號
天津市河北區中山路 3 號
天津市河西區平江道 23 號
天津市河西區馬場道91號
天津市河西區解放南路406號
天津南開區鞍山西道314號
天津市寶坻縣成關鎮廣川路8號
天津市北辰區北醫道7號
天津市東麗區津塘公路外環線立交橋東側
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154號
天津市和平區大沽北路75號
天津市和平區氣象台路12號
天津市和平區甘肅路4號
天津市和平區睦南道122號
天津市和平區西安道93號
天津市和平區營口道210號
天津市河北區江都路24號
天津市河北區中山路3號
天津市河東區津塘路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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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險認可之中國大陸醫院

天津

西藏

新疆

雲南

天津市環湖醫院
天津市人民醫院
天津市津南區鹹水沽醫院
天津市靜海縣人民醫院
天津市黃河醫院
天津市南開醫院
天津市寧河縣醫院
天津市武清區人民醫院
天津市西青醫院
軍區總醫院
林芝地區人民醫院
武警西藏總隊醫院
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人民醫院
成都軍區西藏總醫院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第二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藏醫院
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人民醫院
西藏自治區急救中心
阿爾泰地區人民醫院
和靜縣人民醫院
克拉瑪依市石油管理局總醫院
庫車縣人民醫院
瑪納斯紅山嘴五建醫院
石河子大學醫學院第一附院
石河子市人民醫院
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
維吾爾自治區中醫醫院
烏魯木齊市第一人民醫院
烏魯木齊市友誼醫院
烏魯木齊市中醫院
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
蘭州軍區烏魯木齊總醫院
格爾木22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阿勒泰地區人民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布爾津縣人民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阜康市人民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醫院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暨第一附屬醫院
烏魯木齊兒童醫院（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第一人民醫院）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紅十字急救中心
晉寧縣人民醫院
石屏縣人民醫院
建水縣中醫院
麗江地區人民醫院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水富縣人民醫院
思茅地區醫院
臨滄地區人民醫院
農墾總局第二職工醫院
施甸縣中醫院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成都軍區昆明總醫院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人民醫院
江縣人民醫院
河口縣人民醫院
德宏州民族醫院
傣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開遠市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天津市河西區氣象台路122號
天津市紅橋區芥園道130號
天津市津南區鹹水沽津沽路120號
天津市靜海縣靜海鎮勝利南路14號
天津市南開區黃河道420號
天津市南開區三潭路122號
天津市寧河縣蘆臺鎮沿河路23號
天津市武清區楊村鎮雍陽西道83號
天津市西青區楊柳青西青道343號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城關區娘熱北路66號
林芝地區八一鎮
西藏拉薩市色拉路的77號
拉薩市林廓北路7號
西藏自治區昌都縣馬草壩南路76號
拉薩市城關區娘熱北路與色拉北路交匯外北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北京中路1號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拉薩市金珠西路95號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娘熱路14號
西藏自治阿里地區獅泉鎮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上海中路5號
西藏自治區山南澤當鎮格桑路18號
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那曲鎮色尼路260號
拉薩市林廓北路16號
阿爾泰市公圓路 25號
和靜縣東街167
克拉瑪依市準葛爾路67號
庫車縣解放路36號
瑪納斯縣紅山嘴
石河子市北二路
石河子市北三路
新疆烏魯木齊市天池路91號
烏魯木齊市黃河路53號
烏魯木齊市健康路91號
烏魯木齊市勝利路22號
烏魯木齊市友好南路60號
烏魯木齊市鯉魚山路1號
烏魯木齊市北京南路30號
烏魯木齊友好北路 41號
青海格爾木市永寧巷與鹽橋中路交叉口西50米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市公園路25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樂市青得里大街257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布爾津縣城鎮向陽路66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博峰街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爾勒市人民東路56號
新疆烏魯木齊市鯉魚山路1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健康路91號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南昌路一巷34號
晉寧縣昆明鎮鄭和路13號 晉寧縣昆明鎮鄭和路13號
石屏縣環城南路
雲南省紅河州建水縣建中路23號
麗江縣大研鎮五一街
楚雄市鹿城南路
水富縣雲富鎮人民西路36號
思茅市振興路15號
臨滄縣鳳翔鎮南塘街251號
潞西市芒市鎮營建路33號
保山市施甸縣建設路50
文山縣開化鎮南橋路55號
昆明市大觀路 44號
雲南省普洱市江城縣惠民路24號
南江縣南江鎮光霧山大道紅星段101號
河口縣人民路2號
潞西縣芒市鎮青年路5號
景洪市嘎蘭南路17號
開遠市西中路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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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

浙江

蒙自縣人民醫院
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
昆明市晉寧縣人民醫院
綏江縣中醫院
紅河州第二人民醫院
紅河州金平縣人民醫院
馬關縣人民醫院
腫瘤醫院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中醫院
曲靖地區第一人民醫院
人民醫院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成都軍區60醫院
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
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
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安吉縣第三人民醫院
岱山縣中醫院
德清縣第三人民醫院
東陽市人民醫院
東陽巍山醫院
奉化市人民醫院
富陽市中醫骨傷科醫院
海鹽縣人民醫院
杭州市中醫院
南京軍區117醫院
湖州市第二醫院
懷化地區第一人民醫院
黃岩第一人民醫院
嘉善縣第一人民醫院
嘉興市第一醫院
嘉興市婦幼保健院
嘉興市中醫院
建德市第三醫院
樂清市第二人民醫院
麗水市人民醫院
麗水市中醫院
臨安縣於潛人民醫院
寧波市第三醫院
寧波市康寧醫院
寧波市李惠利醫院
平湖市第二人民醫院
平陽縣中醫院
浦江縣人民醫院
衢縣人民醫院
衢州市中醫院
人民醫院
紹興第二醫院
紹興市第七人民醫院
紹興市人民醫院
台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
溫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文成縣人民醫院
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
新昌縣人民醫院
新昌縣中醫院
義烏市中醫院
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舟山市第三人民醫院
舟山市普陀區人民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蒙自縣人民東路
昆明市西昌路153號
昆明市巡津街35號
晉寧縣鄭和路13號
綏江縣中城鎮人民街408號
雲南省紅河州建水縣澤園路28號
雲南省紅河州金平縣金河鎮南正路廣街10號
馬關縣馬白鎮波頭街
昆明市人民西路西苑立交橋西150米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寧洱鎮北門路17號
曲靖市廖廓南路
昆明市金碧路172號
雲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人民南路122號
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大觀路212號
雲南省昆明市金碧路157號
雲南省昆明市青年路176號
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市麻園1號
安吉縣孝豐鎮北街20號
岱山縣高亭鎮育才路１號
德清縣新市鎮仙潭路22號
東陽市吳寧鎮吳寧西路60號
東陽市巍山鎮健康路28號
奉化市公園路36號
富陽市富陽鎮桂花西路
海鹽縣朝陽東路275號
杭州市體育場路453號
杭州市靈隱路 14號
湖州市1紅旗路醫院巷
懷化市錦化南路144號
黃岩城關橫街50號
浙江省嘉善縣羅星街道體育南路1218號
嘉興市禾興南路329號
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中環東路2468號
嘉興市中山西路293號
建德市壽昌鎮中山路167號
樂清市虹橋鎮育紅路
麗水市繼光街107號
麗水市大眾街229號
臨安縣於潛大街281號
江北人民路封仁橋巷9號
寧波市鎮海莊市
寧波市興寧路57號
平湖乍浦鎮滬杭路71號
平陽縣教匯鎮興教中路107號
浦江縣環城東路57號
浙江衢州市坊門街30號
衢州市衢化路荷花東區
杭州市朝暉新村四區
紹興市延安路141號
紹興市蘭亭薛家壩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中興北路568號
臨海市西大街126號
溫嶺市太平北路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倉後街57號
溫州市學院西路109號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府學巷2號
大峃鎮健康路11號
蕭山市臨浦峙山北路
新昌縣城關鎮鼓山路26號
新昌縣城關鎮花園塘
義烏市城中中路15號
杭州解放路68號
杭州慶春路261號
舟山市人民南路30號
舟山市普陀區沈家門鎮宮下路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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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重慶

安徽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浙江醫科大學附屬邵逸夫醫院
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
浙江省中醫院
浙江省建德市第一人民醫院
浙江省金華市中心醫院
浙江省蘭溪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麗水市中心醫院
浙江省台州醫院
浙江省寧波市急救中心
寧波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浙江省溫州市急救中心
浙江省義烏市中心醫院
浙江省餘姚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舟山市人民醫院
浙江省諸暨市人民醫院
嘉興市第二醫院
第八人民醫院
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
第三軍醫大學新橋醫院
第三軍醫大學大坪醫院
忠縣人民醫院
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永榮礦物局職工總醫院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重慶市西郊醫院
重慶市第九人民醫院
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
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
重慶市口腔醫院
急救醫療中心
南桐礦務局總醫院
開縣人民醫院
外科醫院
重慶市涪陵中心醫院
重慶市三峽中心醫院
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重慶市第八人民醫院
安徽省蚌埠醫學院附屬醫院
安徽省腫瘤醫院
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蚌埠市第二人民醫院
蚌埠市第三人民醫院
蚌埠市第一人民醫院
巢湖地區人民醫院
池州地區人民醫院
滁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滁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當塗縣人民醫院
碭山縣醫院
東至縣人民醫院
鳳陽縣 第一 人 民 醫 院
固鎮縣人民醫院
懷遠縣人民醫院
黃山市黃山人民醫院
黃山市徽州區人民醫院
黃山市人民醫院
涇縣人民醫院
六安地區人民醫院
馬鞍山市鋼鐵公司總醫院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浙江省慈溪市滸山街道南二環東路999號
浙江省杭州市浣紗路261號
浙江省杭州市江乾區慶春東路3號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孝女路6號
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9號大街9號
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鎮保健路6號
浙江省金華市明月街351號
浙江省蘭溪市蘭江鎮郭宅巷22號
浙江省麗水市括蒼路289號
浙江省臨海市西門街150號
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興寧路57號-1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路247號
浙江省瑞安市城關萬松路108號
浙江省嵊州市醫院路208號
浙江省溫州市康樂坊大簡巷24號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路185弄1號
浙江省義烏市江東路699號
浙江省餘姚市餘姚鎮健康路108號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人民北路238號
浙江省渚暨市暨陽街道浣紗南路122號
浙江省嘉興市環城北路1518號
重慶市渝中人民路191號
重慶市沙坪埧高灘岩
重慶市沙坪壩區新橋正街
重慶市大坪長江支路 10號
忠縣忠州鎮健康路45號
重慶市大坪長江支路10號
重慶市榮昌縣昌元鎮昌州大道西段西路
重慶市大坪袁家崗
重慶市楊家坪土壩子附1號
重慶市北碚區嘉陵村69號
重慶市道門口 40號
重慶市枇杷山正街104號
重慶市上清寺路5號
重慶市兩路口健康路1號
重慶市萬盛區清溪橋
重慶市開縣漢豐鎮體育場居委會108號
重慶市渝中區中山一路312號
重慶市涪陵高筍塘路2號
重慶市萬州區新城路165號
重慶市永川市萱花路439號
重慶市渝中區臨江路74號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路191號
蚌埠市長淮路 41 號
蚌埠市長淮路41號
合肥市績溪路 218 號
蚌埠市延安路 302 號
蚌埠市蚌山區勝利中路38號
蚌埠市塗山路 229號
巢 湖 市 潮 湖 北 路184 號
貴池市百牙路 38 號
滁州市西大街73號
滁州市鼓樓街 忠佑巷 4 號
安徽省馬鞍山市當塗縣姑孰路
宿州市碭山縣健康路174號
東至縣城建設路 70號
鳳 陽 縣 府 城 鎮 文 昌 街 24 號
安徽省固鎮縣谷陽路中段
懷遠城關鎮南大街118號
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區太平西路19號
安徽省黃山市徽州區巖寺鎮
黃山市屯西區栗園路4號
涇縣城關鎮茂林路46號
六安市皖西西路21號
馬鞍山健康路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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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馬鞍山市人民醫院
寧國市人民醫院
祈門縣人民醫院
青陽縣人民醫院
青陽縣中醫醫院
上海鐵路局蚌埠鐵路分局中心醫院
省立醫院
南京軍區105醫院
宿縣地區人民醫院
銅陵市人民醫院
銅陵有色金屬(集團)公司職工總醫院
皖醫弋磯山醫院
蕪湖市第二人民醫院
休寧縣人民醫院
宣城地區第二人民醫院
黟縣人民醫院
安徽省安慶市立醫院
安徽省巢湖市第一人民醫院
安徽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安徽省合肥市急救中心

備註：澳門保險只接受表格內之中國大陸醫院，以外之大陸醫院一概不受理。

馬鞍山市湖北路45 號
寧國市西津路 8 號
安徽省祈 門縣中心路 102 號
青陽縣蓉城鎮九華西路81號
蓉城鎮陵陽路18號
蚌埠市宏業路南首6號
合肥市廬江路17號
安黴合肥長江西路 424號
安徽省宿州市汴河中路371號
安徽省銅陵市銅官東路
銅陵市長江西路89號
蕪湖市團結西路93號
蕪湖市九華山路231號
休寧縣玉寧街19號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環城北路15號
黟縣城內翼然路22號
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路178號
安徽省巢湖市巢拓路184號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17號
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區績溪路2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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