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市 医院名称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亳州市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池州市 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滁州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滁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省 滁州市 滁州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阜阳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太和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阜阳市 太和县中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肿瘤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市中医医院
安徽省 黄山市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中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立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中医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中医医院
安徽省 宿州市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安徽省 宿州市 宿州市立医院
安徽省 宣城市 宣城市人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肛肠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中日友好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东二环院区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儿童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四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人民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中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武警总队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七六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泉州市正骨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第三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正骨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市中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新视力眼科医院
福建省 泉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八临床医学院厦门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第三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儿童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海沧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仙岳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长庚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州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东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东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厚街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康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中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台心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广东医学院附属厚街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中心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三水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妇婴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脑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中医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省 河源市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中医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揭阳市 揭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揭阳市 普宁华侨医院
广东省 揭阳市 普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高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高州市中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名市中医院
广东省 梅州市 梅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梅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广东省 清远市 清远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清远市 清远市中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市中医院
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韶关市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韶关市 韶关市中医院
广东省 韶关市 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龙城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儿童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中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中医医院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中医院
广东省 云浮市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云浮医院
广东省 云浮市 云浮中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第二中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医院
广东省 肇庆市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 肇庆市 肇庆市中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博爱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 珠海市 珠海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中心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骨伤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江滨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学院瑞康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儿童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九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中医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骨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中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儿童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儿童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军区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州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冈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冈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门市 荆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荆州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国药东风总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省 十堰市 十堰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天门市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天门市 天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中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肿瘤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中部战区总医院
湖北省 仙桃市 仙桃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宁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中医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葛洲坝中心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郴州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九医院
湖南省 怀化市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市中医院
湖南省 黄石市 大冶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黄石市 黄石市爱康医院
湖南省 黄石市 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娄底市 娄底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市中医院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中医院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市中医院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脑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3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湖南省 株洲市 株洲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吉林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二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肝胆病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中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传染病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儿童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妇产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人民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中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八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江苏省 常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四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东部战区总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明基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一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胸科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上海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江苏省 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立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江市中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胸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肿瘤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钢集团总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市第三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市中医医院
辽宁省 鞍山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金山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中医院



辽宁省 本溪市 辽宁省本钢总医院
辽宁省 朝阳市 朝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朝阳市 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儿童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中医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庄河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丹东市 丹东市第一医院
辽宁省 丹东市 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丹东市 丹东市中医院
辽宁省 丹东市 东港市中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市中医院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市中医医院
辽宁省 阜新市 辽健集团阜矿总医院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市传染病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辽阳市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盘锦市 盘锦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中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儿童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肛肠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胸科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辽宁省 铁岭市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辽宁省 铁岭市 铁岭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市中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人民医院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中医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藏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省 西宁市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戴庄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
山东省 济宁市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宁市 济宁市中医院
山东省 济宁市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皮肤病防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肿瘤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四O一医院
山东省 威海市 山东省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省 威海市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 威海市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同煤集团总医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大医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晋城市 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山西省荣军康宁医院
山西省 临汾市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省 临汾市 临汾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大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荣军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眼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第四人员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中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高新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九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红会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西京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华东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中医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5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简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西部空军第452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西部战区总医院
四川省 广元市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乐山市中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四川绵阳404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遂宁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口腔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儿童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海河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泰达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天和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天津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西医结合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北辰中医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武警天津总队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军区总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儿童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中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武警云南省总队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肿瘤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儿童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西溪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肿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中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北碚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