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名称 地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 杭州市灵隐路14号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杭州市莫干路219号
浙江医院 杭州市灵隐路12号
浙江医院分院(原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杭州市三墩镇三墩街241号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东路1号
浙江省中医院 杭州市邮电路54号
浙江省新华医院 杭州市潮王路318号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市下城区上塘路158号
浙江省青春医院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54号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杭州市古翠路234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杭州市庆春东路3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88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杭州市学士路1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杭州市竹竿巷57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杭州市庆春路79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杭州市解放路88号
浙江省东方医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9号大街9号
杭州市西溪医院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横埠街2号
杭州市儿童医院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95号
杭州市口腔医院 杭州市平海路57号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 杭州市江干区海潮路90号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医院(杭州烧伤专医院)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机场路389号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杭州市环城东路38号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浣纱路261号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城头巷56号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杭州市天目山路305号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横埠街2号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拱宸桥温州路126号
杭州市肿瘤医院 杭州市上城区中山南路严官巷34号
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市体育场路453号
杭州市整形医院（杭州市手外科医院） 杭州市上塘路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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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市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86号
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致和堂街100号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车站路16号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余杭区临平迎宾路369号
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大道359号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232号
浙江萧山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北路728号
萧山区中医院 萧山区育才路156号
萧山区中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育才路152号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南路199号
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临浦镇峙山北路
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东灵路47号
桐庐县中医院 桐庐县广场路70号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桐庐县桐君街道学圣路338号
临安市中医院 临安市锦城街道城中街8号
临安市於潜人民医院 临安市於潜镇天目北路
临安市人民医院 临安市衣锦街548号
临安市昌化人民医院 临安市西大街58号
建德市中医院 建德市健康北路1号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建德市保健路6号
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 建德市寿昌镇中山中路167号
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建德市梅城镇总府街223号
富阳市中医院 杭州市富阳市北门路4号
富阳市新登中医骨伤科医院 富阳区新登镇登城南路26号
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富阳区富春街道横凉亭路25号
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登城北路71号
富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富阳市北环路429号
淳安县中医院 淳安县千岛湖镇骑龙巷13号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淳安县千岛湖镇马路村(林海酒店斜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医院 湖州市车站路9号
长兴县中医院 长兴县雉城街道长吕路99号
长兴县人民医院 长兴县太湖中路66号。
湖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湖州市南街315号
湖州市中心医院 湖州市红旗路198号

湖 州 市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州市威莱大街2号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湖州市广场后路158号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州市苕溪东路2088号
湖州交通医院(湖州第六医院) 浙江省湖州市苕溪东路397号
德清县人民医院 德清县武康镇英溪南路120号
德清县妇幼保健与中医医院 德清县武康镇群益街383号
安吉县中医院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胜利西路299号
安吉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天目路
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北街20号

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江南医院）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路16号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体育南路1218号
桐乡市中医院 浙江省桐乡市茅盾西路136号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茅盾西路
平湖市中医院 浙江平湖市当湖西路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三港路500号
嘉兴市中医院 嘉兴市中山东路1501号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嘉兴市中环东路2468号
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1882号
嘉兴市第二医院 嘉兴市环城北路1518号
嘉善县中医院 嘉兴市魏塘镇罗星路20号
海盐县中医院 嘉兴市勤俭南路103号
海盐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盐湖西路901号
海宁市中医院 海宁市长埭路177号
海宁市人民医院 海宁市钱江西路2号
海宁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长安路758号

永康市中医院 永康市南苑路58号
永康市骨科医院 永康市西城街道文化宫路9号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永康市金山西路599号
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 永康市西城街道飞凤路18号
义乌市中医院 义乌市城中中路15号
义乌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路699号、南门街519号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 义乌市佛堂镇江北路1号

嘉 兴 市

金 华 市



义乌稠州医院 义乌市宾王路1号
武义县中医院 武义县武阳东路186-6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武义县壶山街道城东路18号
浦江县中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新华西路1号
浦江县人民医院 浦江县恒昌大道158号
磐安县人民医院 磐安县安文镇环山路1号
兰溪市中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荫路108号
兰溪市人民医院 兰溪市西山路1359号
兰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兰溪市和平路同庆街2号
金华市中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双溪西路439号
金华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明月街351号
金华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华街228号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金华市婺城区青春路288号
金华市第五医院 金华市五一路208号
金华市第二医院 金华市婺城区方岩街158号
东阳市中医院 东阳市吴宁街道吴宁东路14号(老院)东阳市艺海路25号(新院)
东阳市人民医院（东阳市肿瘤医院） 东阳市吴宁西路60号(近西街)

云和县中医院 云和县云和镇中山路214号
云和县人民医院 云和县城东路309号
遂昌县中医院 遂昌县妙高镇公园路127号
遂昌县人民医院 遂昌县妙高镇北街143号
松阳县中医院 松阳县钟楼路5号
松阳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环城西路121号
庆元县中医院 庆元县石龙街72号附近
庆元县人民医院 庆元县西桥路11号
青田县中医院 青田县鹤城镇塔山路151号
青田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青田县江南大道288号
龙泉市中医院 龙泉市贤良路25号
龙泉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龙泉市东茶路699号
丽水市中医院 丽水市中山街800号
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289号
丽水市人民医院 丽水市白云街道大众街15号
景宁县人民医院 景宁县鹤溪中路1号
缙云县中医院 缙云县五云镇迎辉路18号 

丽 水 市



缙云人民医院 缙云县五云镇溪滨南路33号
缙云第二人民医院 缙云县壶镇镇溪东南路46号

衢州市中医院 衢州市衢化路117号
衢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钟楼底2号
龙游县中医院 龙游县太平东路272号
龙游县人民医院 衢州市龙游县荣昌路99号
开化县中医院 开化县芹北路26号
开化县人民医院 衢州开化县钟山路10号
江山市中医院 衢州江山市江滨路38号
江山市人民医院 衢州江山市航埠山路9号
常山县中医院 常山县竹园路80号
常山县人民医院 常山县天马街道南滨江路6-1号9号

诸暨市中医院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路36号
诸暨市人民医院 诸暨市建民路9号
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 诸暨市枫北路15号
上虞市人民医院 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517号
新昌县中医院 新昌县七星街道十九峰路188号
新昌县人民医院 绍兴市新昌县鼓山中路117号
嵊州市中医院 绍兴市嵊州市官河路236号
嵊州市人民医院 嵊州市三江街道城南开发区丹桂路666号
绍兴市中医院 绍兴市人民中路641号
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市中兴北路568号
绍兴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绍兴市东街305号
绍兴第二医院 绍兴市延安路147号
绍兴市中心医院 柯桥区华宇路1号
绍兴县中医院 柯桥区笛扬路868号
上虞市中医院 上虞市舜江西路239号
上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虞区崧厦镇南路2号

玉环县中医院 浙江省玉环县珠港镇西城路138号
玉环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城关长乐路18号
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 玉环县楚门镇环城北路68号

衢 州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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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中医院 仙居县城北西路198号
仙居县妇幼保健院 仙居县城关环城南路302号
仙居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城北东路53号
温岭市中医院 温岭市太平街道鸣远北路21号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南路190号
温岭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岭市泽国镇泽南路北39号
温岭市第二人民医院（台州市肿瘤医院） 温岭市新河镇新区振新路
温岭第四人民医院 温岭市松门镇葆春西路158号
天台县中医院 台州市天台县人民西路188号
天台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天台县劳动路335号
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原路桥第一人民医院） 台州市路桥区下里桥西路1号
台州医院 浙江省临海市西门街150号
台州市中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西路278号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999号
台州市立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381号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横街路218号
台州博爱医院 台州市路桥区商海南街609号
三门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三门县人民路176号
路桥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椒金线
临海市中医院 临海市回浦路61号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台州临海市经济开发区大洋西路375号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杜桥镇杜北路198号
黄岩中医院 台州市黄岩区青年西路146号
黄岩第三人民医院 黄岩区黄长路490号

永嘉县中医院 永嘉县公园路6
永嘉县人民医院 永嘉县永中路37号
文城县人民医院 温州市文成县健康路11号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府学巷2号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市学院西路109号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市信河街大士门27号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市鹿城区锦绣路75号
温州市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温州市学院西路270号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温州市仓后街57号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温州市大简巷32号

温 州 市



瓯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梧田大道450号
泰顺县人民医院 泰顺县新城大道195号
瑞安市中医院 瑞安市安阳路498号
瑞安市人民医院 瑞安市万松路108号
平阳县中医院 平阳县鳌江镇兴鳌中路107号
平阳县人民医院 平阳县昆阳镇雅河路112号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平阳县水头镇东川中路183号
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中央汇路1号
乐清市中医院 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建设东路186号
乐清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清远路318号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乐清市柳市镇前市街335号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飞虹北路
洞头县人民医院 洞头县城南大道1号
苍南县中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学士路487号
苍南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95-243号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苍南县龙港镇龙翔北路238号
温州市肿瘤医院 温州市温金路71弄16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8医院 温州市康乐坊嘉福寺巷15号

舟山市中医院 舟山市定海区新桥路355号
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 舟山市定海新桥路355号
舟山市普陀区中医院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沈家门宫下路90号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舟山市人民北路238号
舟山人民医院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定沈路73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三医院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文化路98号
嵊泗县中医院 嵊泗县东海路181号
嵊泗县人民医院 嵊泗县菜园镇沙河路215号
普陀区人民医院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宫下路90号
岱山县中医院 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育才路1号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岱山县高亭镇康健路88号
岱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岱山县衢山镇人民路333-335号

舟 山 市



电话 备注

0571-87348500
0571-88393584/0571-87238121
0571-87987373
0571-88967881
0571-88122222
0571-87068001
0571-85267000
0571-87666666
0571-86041717
0571-89972000
0571-86090073
0571-87217000
0571-87061501
0571-87061007
0571-87236114/0571-87236666 
0571-87783777
0571-86918615
0571-86481561
0571-85464000
0571-87088567
0571-86079117
0571-85141106
0571-56109999
0571-56005600
0571-87823126
0571-85126600
0571-86481561
0571-88303553
0571-56006000
0571-85827888
0571-8533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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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7135205 
0571-86372126
0571-88662274
0571-89369917
0571-86224052
0571-88551747
0571-83865757
0571-82732288
0571-82732288
0571-82732288
0571-82472634
0571-82551232
0571-64623436
0571-64631120
0571-63719011
0571-63889014
0571-63722093/0571-63732608
0571-23668007
0571-64718518
0571-64096607
0571-64561736
0571-64142149
0571-63325656
0571-63230120/0571-63231120
0571-63369668
0571-58986020
0571-63101890
0571-64812540
0571-64812271

0572-3269999
0572-6038030
0572-6023641
0572-2737120
0572-2023301

湖 州 市



0572-2201234
0572-2508930
0572-2025018
0572-2075113
0572-8061023
0572-8283955/0572-8283672
0572-5230088
0572-5034555
0572-5051202

0573-82824033
0573-84023101
0573-88039232
0573-88026601/88023515 
0573-85123962 
0573-85827411
0573-82076999
0573-83963131
0573－82519999/82082937
0573-82080930
0573-89104999
0573-86023817
0573-86962038
0573-89260121
0573-87032767/87023216
0573-87411592

0579-89270799
0579-87123120
0579-87111834
0579-87264410
0579-85527330
0579-85209666
0579-89992835

嘉 兴 市

金 华 市



0579-85569999
0579-87661966
0579-87676357
0579-84132070
0579-88181177
0579-84652206
0579-88901072
0579-88849277
0579-88842120
0579-82381120
0579-82338512
0579-82329999
0579-82117367
0579-82368506
0579-82271942
0579-86627701
0579-86856999

0578-5121905
0578-5122458
0578-8122572
0578-8123421
0578-8062663
0578-8063913
0578-6121591
0578-6200999
0578-6818105
0578-6825261
0578-7220533
0578-7220005
0578-2132429
0578-2129120
0578-2780030
0578-5082955
0578-3149508

丽 水 市



0578-3131276
0578-3153292

0570-3086081
0570-3023071
0570-7022018
0570-7016622
0570-6013773
0570-6014588
0570-4022528
0570-8811120
0570-5018515
0570-5021921/0570-5039166

0575-87013370
0575-87182622
0575-87048120
0575-82213581
0575-86043999
0575-86022099
0575-83031478
0575-83032041
0575-89102277
0575-88228888
0575-85138222
0575-88055555
0575-85580888
0575-85831999
0575-82114405
0575-82668120

0576-87255457
0576-87255555/87236010
0576-87426035/87426112/87426332

衢 州 市

绍 兴 市

台 州 市



0576-87756334
0576-87774910
0576-87772271
0576-86223123
0576-86206288
0576-86440804
0576-86555120
0576-86641120
0576-83961072
0576-83987000
0576-82518551
0576-85120120
0576-88223701
0576-88526000
0576-88858000
0576-84016757
0576-82779789
0576-83361555
0576-82882041
0576-85112150
0576-85170118
0576-85529078/0576-85529902
0576-84031088
0576-84217220

0577-67320607
0577-57762393
0577-67861141
0577-55578037
0577-88816165
0577-88222676
0577-88910614
0577-88068888
0577-88059166/0577-88883131  
0577-88070277

温 州 市



0577-86781615
0577-59286020
0577-65809982
0577-65866555/0577-65623293
0577-63633266/0577-63626995
0577-63722354
0577-63853377/63997899
0577-86888892
0577-62523175
0577-62061777
0577-62782169
0577-62371666
0577-63482261
0577-64830465
0577-64761449
0577-64255206
0577-88787460
0577-56989991

0580-2061902
0580-2612345
0580-3012328
0580-2558299
0580-2292518
0580-2551028
0580-5089143
0580-5550555
0580-3030880
0580-4480573
0580-4489698/0580-4489710
0580-4792044/0580-4792120

舟 山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