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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hospital list is subject to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at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s discretion without any prior notice. For an
updated “Major Illness Benefit — Designated Mainland China Hospitals List”, please refer to www.hsbc.com.hk (HSBC > Insurance >
Download Forms and Documents > Life Insurance) or call our HSBC Insurance Service Hotline on (852) 2583 8000.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對此醫院名單所作出的不時更改擁有絕對的決定權而不需另行通知。您可透過滙豐網頁查閱。有關最新「嚴
重疾病保障 — 指定中國內地醫院名單」，請瀏覽 www.hsbc.com.hk（滙豐首頁 > 保險 > 下載表格及文件 > 人壽保險）或致電滙豐保險
服務熱線 (852) 2583 8000。
Remarks 註：
•

This hospital list is applicable to Major Illness benefit being applied on or after 1 September 2011. 此醫院名單只適用於 2011 年 9 月
1 日或以後申請之嚴重疾病保障。

•

Only Chinese name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hospital list. 此醫院名單只提供中文名稱。

List of 117 Designated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指定之 117 間中國內地醫院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 No.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 醫院）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
北京醫院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 28 號
北京市宣武區北線閣 5 號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大華路 1 號路 1 號
北京市海澱區西苑操場 1 號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

（東院）北京市東城區帥府園一號
（西院）北京市西城區大木倉胡同 41 號
北京海澱區阜成路 52 號
朝陽區工體南路 8 號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園東街

010-66887329
010-63013311/63043311
010-85132266
010-62869939、
62835111、62875599
010-65296114

北京

北京腫瘤醫院
紅十字朝陽醫院
北京中日友好醫院

上海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上海長征醫院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南京

010-88121122
010-85231000
010-84205566

上海市徐匯區楓林路 180 號
上海鳳陽路 415 號
上海市瑞金二路 197 號（永嘉路口）
東部：上海市浦東新區東方路 1630 號
西部：上海市山中東中路 145 號
上海市烏魯木齊中路 12 號
上海市靜安區延安西路 221 號
上海市楊浦控江路 1665 號

021-64041990
021-81886999
021-64370045
東部：021-58752345
西部：021-58752345
021-52889999
021-62483180
021-65790000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天津市南開區複康路 24 號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

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 154 號

022-23626600（本部）
22-24042815（東院）
022-60362636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華東醫院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

天津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大連市第三人民醫院

瀋陽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

重慶

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
重慶市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成都

四川省人民醫院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西安

陝西省人民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鄭州

河南省人民醫院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石家莊

河北省人民醫院

杭州

浙江醫科大學附屬邵逸夫醫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浙江省人民醫院

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大連市中山路 222 號
遼寧省大連市沙河口區中山路 467 號
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千山路 40 號

醫院名稱
Hospital Name

0411-83634153
0411-84671291
0411-86503686
0411-86507500

瀋陽和平區南京街 155 號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三好街 36 號
（南湖院區）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滑翔路 39 號
（滑翔院區）

024-83283333
+86-24-96615

重慶市渝中區道門口 40 號
重慶市渝中區袁家崗友誼路 1 號

023-63841324
023-68811360

一環路西二段 32 號
成都外南國學巷 37 號

028-87393999
028-85422114

南京市第一醫院
江蘇省人民醫院
南京市鼓樓醫院

蘇州

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常州

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蘇州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溫州

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寧波

寧波市第一醫院

青島

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
青島市立醫院
青島紡織醫院
（青島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濟南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齊魯醫院）

深圳

深圳市人民醫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
深圳蛇口人民醫院
北京大學深圳醫院

廣州

廣州南方醫院
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廣東省人民醫院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廣東省中醫院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番禺

番禺市人民醫院

花都
西安市友誼西路 256 號
西安市雁塔西路 277 號

029-85251331
029-85323228

河南省鄭州市緯五路 7 號
鄭州市二七區建設東路 1 號

0371-65580014
0371-66913114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和平路 348 號

0311-85989696

浙江杭州慶春東路 3 號
杭州市浣紗路 261 號
朝暉院區：
浙江省杭州市上塘路 158 號
望江山院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轉塘雙流 642 號
浙江杭州余杭塘路 388 號

0571-86090073
0571-87065701
朝暉院區：
0571-85239988
望江山院區：
0571-87091302
0571-88208020

花都市人民醫院

佛山

佛山市中醫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

汕頭

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李嘉誠醫院）
汕頭市中心醫院

中山

中山市中醫院
中山市人民醫院

東莞

東莞市人民醫院

珠海

珠海市人民醫院
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

惠州

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

順德

順德市第一人民醫院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 No.

本部地址：南京市秦淮區長樂路 68 號
南院地址：南京市雨花臺區共青團路 2 號
南京市廣州路 300 號
南京市中山路 321 號

本部 025-52271000
南院 025-52887088
025-83718836
025-83304616

蘇州市十梓街 188 號

0512-65223637

江蘇省常州市局前街 185 號

0519-68870000

溫州市學院西路 109 號

0577-88816381

浙江省寧波市柳汀街 59 號

0574-87085588

山東省青島市市南區江蘇路 16 號
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區膠州路 1 號
四流南路 127 號

0532-82911201
0532-82789152
0532-84855192

濟南市文化西路 107 號

0531-82169114

深圳市東門北路 1017 號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筍崗西路 3002 號
東區地址 : 深圳市南山區蛇口灣廈路 1 號
西區地址 : 深圳市蛇口工業區七路 26 號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蓮花路 1120 號

25533018
0755-83366388
東區：0755-2686617
西區：0755-26691113
0755-83923333

廣州市廣州大道北 1838 號
廣州市沿江西路 151 號
廣州市中山二路 106 號
廣東省廣州市沿江西路 107 號
中國廣州機場路 16 號大院
廣東省廣州市大德路 111 號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北路 602 號
廣東省廣州市中山二路 58 號
廣州市海珠區同福中路 396 號

020-61641888
020-83062114
020-83827812
020-81332199
020-36591912
020-81887233
020-81048888
020-28823388
020-84412233

番禺市橋東路 68 號

020-84880633

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路 448 號

86838973

廣東省佛山市親仁路 6 號
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嶺南大道北 81 號
廣東省佛山市衛國路 78 號

0757-82229933
0757-83833633
0757-88032111

中國廣東省汕頭市長平路 57 號

0754-88258290

汕頭市外馬路 114 號

0754-88550450

廣東省中山市西區康欣路 3 號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孫文東路 2 號

0760-89980666
0760-88823566

東莞市萬江區新谷湧萬道路南 3 號

28637333

珠海市康寧路 79 號
珠海市梅華東路 52 號

0756-2222569
0756-2528888

廣東省惠州市鵝嶺北路 41 號

0752-2288288

順德區大良區蓬萊路

0757-223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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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名稱
Hospital Name

清遠

清遠市人民醫院

肇慶

肇慶市第一人民醫院
肇慶市第二人民醫院

江門

江門市中心醫院

茂名

茂名市人民醫院

韶關

粵北人民醫院

湛江

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

南寧

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

桂林

桂林市人民醫院

柳州

柳州市人民醫院

玉林

玉林市第一人民醫院

海口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 No.

清遠市清城區新城 B24 號區

0763-3312032

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區城中路 174 號
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區建設二路 2 號

0758-2860692
0758-2719800

廣東省江門市北街海傍街 23 號

0750-3887288

廣東省茂名市為民路 101 號

0668-2922577

廣東省韶關市惠民南路

0751-8101207

廣東省湛江市霞山區人民大道南 57 號

0759-2387001、2387103

東院：廣西南寧市雙擁路 6 號
西院：廣西南寧市大學西路 32 號
廣西南寧市桃源路 6 號

東院：0771-5350895
西院：0771-3277068
0771-2186009

廣西桂林市文明路 12 號

2820816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于峰區文昌路 8 號

0772-2662000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玉州區教育中路 495 號 0775-2673887

海口市人民醫院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島人民大道 43 號

海南省人民醫院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秀華路 19 號

0898-66189688
0898-66189689
0898-68665097

貴州省貴陽市北京路 9 號
國貴州省貴陽市中山東路 83 號

0851-65296114
0851-5922979

中國•雲南昆明西昌路 295 號
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金碧路 157 號
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昆瑞路 112 號

86-0871-5324888-2365
0871-3634031
0871-5351281

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新權路 29 號
福建省福州市東街 134 號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區八一七中路 602 號

0591-83357896
0591-87557768
0591-83258135

廈門市鎮海路 55 號
廈門市湖濱南路 201-209 號

0592-2137275
0592-2292201

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中山北路 34 號

0595-22791140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紫陽路 22 號
湖北省武漢市解放大道 1277 號
湖北省武漢市解放大道 1095 號

027-8804911
027-85726114
027-83662688

長沙市湘雅路 141 號
湖南省長沙市解放西路 61 號

0731-4327330
0731-82278071

南昌市永外正街 17 號

0791-8623153

哈市道裡區地段街 151 號
哈爾濱南區郵政街 23 號

0451-83335121
0451-3641824

吉林省長春市仙台大街 126 號
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新民大街 71 號

0431-84995114
0431-88782222

合肥市績溪路 218 號
安徽省合肥市廬江路 17 號

0551-2922114
0551-2283114

蘭州市東崗西路 204 號

0931-8281114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 85 號

0351-4639114

寧夏銀川懷遠西路 148 號

0951-2063081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天池路 91 號

0991-8562209

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共和路 2 號

0971-8177911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城關區林廓北路 18 號

08013-6329544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街營坊道

0471-6351295

貴陽

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
貴州省人民醫院

昆明

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昆華醫院）
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福州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福建省立醫院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

廈門

廈門市第一醫院
廈門中山醫院

泉州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武漢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同濟醫院

長沙

湖南醫科大學附屬湘雅醫院
湖南省人民醫院

南昌

江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哈爾濱

哈爾濱第一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長春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

合肥

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安徽省立醫院

蘭州

甘肅省人民醫院

太原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銀川

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醫院

烏魯木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

西寧

青海省人民醫院

拉薩

西藏自治區第一人民醫院

呼和浩特

內蒙古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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