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 品牌 诊所 行政区域 地址 就诊时间

上海 嘉会国际医疗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689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上海 嘉会国际医疗 上海嘉静门诊部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88号东艺大厦101室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上海 嘉会国际医疗 上海嘉尚门诊部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3幢一层-二层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上海 台湾联新集团 上海禾新医院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102号 周一至周日
8:30-22:30

上海 美华医疗集团 上海美华妇儿医院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宋园路155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夜门诊:18:00之后

上海 美华医疗集团 上海美华丁香妇科门诊部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800弄丁香公寓六号
裙楼2-3楼

周一至周日
9:00-20:00

上海 美华医疗集团 上海沃德医疗中心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399号 周一到周五
9:00-18:30
周六/日
9:00-17:3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唯涵儿科门诊部
（唯儿诺新天地店）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220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观诺儿科门诊部
（唯儿诺陆家嘴店）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
金融大厦302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华普康儿科门诊部
（唯儿诺古北店）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富贵东道199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华普康儿科门诊部
（唯儿诺嘉宁店）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500号6楼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唯芙门诊部
（唯儿诺新江湾城店）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1388号悠方R7号楼
201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唯儿诺儿科 上海欣诺门诊部
（唯儿诺金桥店）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501号12座3楼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曜影医疗 上海曜欣门诊部
（曜影医疗歌斐中心店）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57号歌斐中心商业
裙房3层305-306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曜影医疗 上海曜尚门诊部
（曜影医疗张江店）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祥科路268号佑越国际1层
101-102/105-108室

周一至周五
9:30–17:30

上海 哥伦比亚集团 上海宜汇门诊部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LCM置汇旭
辉广场B座写字楼511-513室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上海 上海申德医院 上海申德医院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81号 周一至周日
9:00-10:00

新燕宝私立网络医疗机构

计划一&计划二网络医疗机构

前往“上海禾新医院”就诊，不涵盖禾新医院国际部就诊所有费用



北京 美中宜和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芳园西路9号 周一至周日
8:00-16:30

北京 美中宜和 北京美中宜和门诊中心
 (儿科 & 妇科)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9号（原美中宜
和医院十字路口西北角）

周一至周五
8:00-16:30

北京 美中宜和 北京亚运村美中宜和妇儿医
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5号 周一至周日
8:00-16:30

北京 美中宜和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7号 周一至周日
8:00-16:30

北京 美中宜和 北京宜和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3号底商 周一至周五
8:00-20:00
周六/日
9:00-17:30

北京 小苹果 北京昆育丰联诊所
（小苹果朝阳门店）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8号3层
301.302.303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小苹果 北京昆钰儿童专科门诊部
(小苹果昌平店)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1219号楼1门2门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小苹果 北京小苹果昆育眼科诊所
（小苹果西直门昆育店）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甲23号综合楼
202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小苹果 北京乐高康智诊所
（小苹果西直门乐高康智诊

所）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甲23号一层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小苹果 上海小苹果昆育儿科门诊部
（小苹果上海店）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弄中庚环球创意
中心T1号楼103、105、106/196A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深圳 小苹果 深圳健馨昆育门诊部
（小苹果深圳店）

罗湖区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平社区田
贝一路23号文锦广场4号5号6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明德医疗 北京明德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 周一至周六
8:30-17:30

北京 维世达 北京维世达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嘉里中心商场三
层

周一至周五
7:00-21:00
周六/日
7:00-18:00

北京 和美 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2路18号 周一至周日
8:00-17:00

广州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马场妇儿门诊部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富力公园28号
A1栋2楼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广州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丽晶妇儿门诊部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金穗路28号丽晶都
汇四楼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广州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番禺万博妇儿门诊
部

番禺区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421号一楼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广州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体育西妇儿门诊部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9号高盛
大厦5楼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深圳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新世界妇儿门诊部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9 号新
世界商务中心 1602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珠海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柠溪妇儿门诊部 香洲区 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8号二楼A1座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海口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海口妇儿门诊部 琼山区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193号B座
102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成都 诺亚医疗 诺亚医疗武侯妇儿门诊部 武侯区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号盛捷湖畔
服务公寓2层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宁波 优爱嘉 宁波海曙优爱嘉专科门诊部 海曙区 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768号芝士公园二层 除周四外
9:00-12:00; 13:30-
17:30

武汉 北斗星 武汉北斗星武广儿科门诊 江汉区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86号武商
世贸购物中心负一楼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武汉 北斗星 武汉北斗星儿童医院 武昌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219号 周一至周五
8:30-21:00
周六至周日
8:30-17:30

深圳 维世达 深圳维世达胜凯医疗中心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深圳软件产业基地4
栋C座群楼4层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深圳 怡禾健康 深圳怡禾佳门诊部 南山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 阳光高尔
夫大厦8楼801

周一至周日
8:30-17:30

上海 伊咏 上海伊咏儿科门诊部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艾路1766号801-807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广州 贝利尔 广州贝利尔国际诊所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北路28号时代广场东座601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广州 爱博恩 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6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8:00-18:00

上海 浦滨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1616号 周一至周日
8:30-19:00

深圳 企鹅医生 深圳企鹅门诊部（企鹅医生
深圳中心）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19号易思博软件大
厦2楼206号及3楼302号

周一至周日
9:00-20:00

成都 企鹅医生 成都企鹅综合门诊部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219号腾讯大厦B座
F104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东莞 环球医生 环球医生东莞诊所 东城区 东莞市东城区星河传说星河天地28号楼2-
4楼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南京 环球医生 环球医生南京诊所 建邺区 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283号 周一至周五
8:30—18:30
周六
9:00—18:00

南京 环球医生 南京康瑞家门诊部（环球医
生南京仙林诊所）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仙隐北路12号亚东商业广场
B1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成都 环球医生 环球医生成都诊所 武侯区 成都市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南塔2层9-
11号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备注：1）主任及主任级别以上的挂号费（医生费）都不理赔，需要客户自费；仅覆盖医疗机构列表中的指定就诊时间之内的就



重庆 环球医生 环球医生重庆诊所 渝北区 重庆渝北区金开大道343号楼3楼2号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西安 环球医生 西安雁塔康瑞家门诊部（环
球医生西安诊所

高新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永利国际金
融中心8层

周一至日
9:00—18:00

上海 企鹅医生 企鹅上海企杏中医诊所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33号日月光中心4层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成都 企鹅医生 企鹅成都锦江绿地若水诊所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芙蓉西路677号2楼202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成都 企鹅医生 成都企鹅武侯精诚至善诊所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东二路45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成都 企鹅医生 成都企鹅综合门诊部金牛迎
宾大道诊所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53号建设银行楼上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成都 企鹅医生 成都企鹅综合门诊部青羊光
华东三路诊所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383号附201、
202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深圳 和美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2018号 周一至周日
8:30-21:00

杭州 唯儿诺儿科 杭州唯欣医疗门诊部
（唯儿诺庆春店）

江干区 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9号T3B座全程国际健
康医疗中心15楼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杭州 仁树 杭州仁树医疗门诊部 江干区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景昙路9号西子
国际中心T3B座11层

周三至周五
09:30-17:30
周六至周日
08:00-16:00

北京 泓华医疗 北京泓华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6号4幢1层公
园大道小区南门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
周六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泓华医疗 北京泓华汇康诊所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
A座101

周一至周五
8:30-19:00
周六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泓华医疗 北京泓华富丽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1号院9号楼一
层

周一至周日
8:00-20:00

上海 优仕美地 上海优仕美地巨富里医院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富民路118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上海 优仕美地 上海优仕美地门诊部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398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深圳 云杉云里 深圳云杉门诊部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
4层

周一至周日
8:00-17:30

深圳 云杉云里 深圳云杉云里医院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云里智能园1栋 周一至周日
8:00-17:30

重庆 卓正 重庆卓健门诊部（卓正医疗
中渝广场店）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92号恒大
中渝广场1幢14楼

周一. 二. 四.五. 六：
8:30-17:30

苏州 卓正 苏州工业园卓正瑞祥诊所
（卓正医疗工业园区湖西

店）

工业园区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8号苏悦广
场北楼三层01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备注：客户在环球医生进行大型检查需要自付，大型检查包括但不限于CT检查、MRI检查、胃肠镜、QFT、 食物耐受性等大型



宁波 卓正 宁波鄞州卓健西医诊所（卓
正医疗鄞州店）

鄞州区 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1288号南苑环球酒
店1703单元

周一. 二. 四.五.六：
8:30-17:30

杭州 卓正 杭州卓康综合门诊部（卓正
医疗杭州钱江新城店）

江干区 杭州市江干区丹桂街1号宏程国际大厦裙
楼顶楼（RF层）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长沙 卓正 长沙卓健门诊部（卓正医疗
梅溪湖店）

岳麓区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环湖路1099号金茂广
场北塔706-707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武汉 卓正 武汉卓康综合门诊部（卓正
医疗武汉天地店）

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515号环球智慧中
心17楼01-02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成都 卓正 成都高新卓健门诊部（卓正
医疗高新店）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505号仁和新
城A座11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成都 卓正 成都青羊卓康门诊部（卓正

医疗光华店）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19号仁和春天

广场写字楼A座805-806
周一. 二.四. 五.日:
8:30-17:30

佛山 卓正 佛山南海卓健门诊部
（卓正医疗千灯湖店）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东路8号华亚金
融中心1903-1906             

周三，周六
8:30-17:30

北京 爱育华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南街2
号

周一至周日
8:00–15:3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2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建国门保健中心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秀水街1号建外外交
公寓14和15号楼之间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顺义诊所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榆阳路荣祥广场806
号

周一至周日
8:30-17:3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亮马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楼1号楼会所
27号（外交人员公寓B区官舍16号）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医疗中心启望肿
瘤治疗之家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11号 周一至周五
8:30-17: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CBD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6号万通中心
AB座2层3017室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北二路1号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医院复兴门诊所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09号 周一至周日
9:00-16: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五道口诊所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
场D座1层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北京 和睦家医疗 北京和睦家广渠门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9号汉督国际2层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天津 和睦家医疗 天津和睦家医院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潭江道天潇园22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计划二专属网络医疗机构

备注：卓正旗下所有机构仅开放如下科室：儿科、儿童耳鼻喉科、儿童皮肤科、儿童眼科



广州 和睦家医疗 广州和睦家医院 海珠区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31号（前广
州市海珠区琶洲路厚德街）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8:30-17:30

上海 和睦家医疗 上海和睦家医院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平塘路699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上海 和睦家医疗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598号 24小时急诊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上海 和睦家医疗 上海和睦家丰尚门诊部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运乐路689号 周一至周五
8:30-18:30
周六 9:00-17:00

上海 和睦家医疗 上海合满家诊所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泉口路8号 周一至周六
8:30-18:30

上海 和睦家医疗 上海沛源门诊部
（和睦家集团）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桃源路85号永银大厦402单
元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周六 8:30-17:00

北京 新世纪 北京新世纪奥东门诊部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8号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新世纪 北京新世纪荣和儿科门诊部 朝阳区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丽苑街荣和商业中心
19号楼K-01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北京 新世纪 北京新世纪青年路儿科诊所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12号小悦中心1号楼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北京 新世纪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51号2号楼、5号楼
（望湖公园东门南）

周一至周日
8:00-18:00

北京 新世纪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56号（西二环西侧
月坛南桥，紧邻儿童医院东门）

周一至周日
8:00-17:00

上海 曜影医疗 上海戴是凯康复医学门诊部
（曜影医疗上海商城店）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西
峰301室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上海 曜影医疗 上海曜荣门诊部
（曜影医疗前滩世贸门诊

部）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55号S7号2层203
、3层全层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广州 康辰 广州康辰医疗综合门诊部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利路19号远洋明
珠大厦北座首层

周一至周五
8:00-20:00
周六至周日
9:00-18:00

广州 祈福 广州祈福医院 番禺区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鸿福路3号国际客服
中心1层

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4:00-17:30

北京 卓正 北京卓康诊所
（卓正医疗望京店）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保利国际广场T1二
层201A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备注：和睦家首次住院，取消床位费日限额；和睦家中医理疗不在赔付范围内。

备注：北京新世纪奥东门诊部、北京新世纪荣和儿科门诊部、北京新世纪青年路儿科诊所仅开放门诊，赔付比例100%

备注：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仅开放住院，赔付比例80%



北京 卓正 北京卓正诊所
（卓正医疗西红门店）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兴创国际中心C座103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上海 卓正 上海卓祥儿科门诊部
（卓正医疗世纪公园店）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518号金鹰大厦B
座1801A-1804室

周二至周六:
上午8:30--下午
17:30

广州 卓正 广州卓瑞医疗门诊部
（卓正医疗珠江新城店）

天河区 广州天河区华夏路富力盈凯大厦1206-
1207室

周一.二.三.四.六:
上午8:30--下午
17:30广州 卓正 广州卓祥医疗门诊部

（卓正医疗马场路店）
天河区 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38号广东农信大

厦三层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广州 卓正 广州卓正都汇门诊部
（卓正医疗长隆店）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汉兴中路93号保利大都汇C-
2栋801-806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深圳 卓正 深圳卓健门诊部
（卓正医疗会展店）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3037号金中环国际商
务大厦40楼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深圳 卓正 深圳卓康门诊部
（卓正医疗蛇口店）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和工业四路交汇处
万融大厦A座5层

周一至周六:
上午8:30--下午
17:30

深圳 卓正 深圳卓正门诊部
（卓正医疗海岸城店）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天利中央商务广场C座901-
903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深圳 卓正 深圳卓安门诊部
（卓正医疗宝安壹方城店）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19号国际西岸商务大
厦2201单元&2203单元

周一至周日:
上午8:30--下午
17:30

深圳 卓正 深圳卓睿诊所
（卓正医疗深圳龙华星河

World店）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乐社区星河
WORLD二期C栋8楼06单元   

周一.二.三.五.六：
8:30-17:30

备注：卓正旗下所有机构仅开放如下科室：儿科、儿童耳鼻喉科、儿童皮肤科、儿童眼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