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59个县（市、区）医共体单位名单
序号

医共体名称

牵头单位

成员单位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皮肤病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医共体总院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坎山分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山分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医共体
总院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浙江萧山医院医共体总院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萧山医院（社会办医，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账号不统一）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医共体总院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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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

余杭区中医院医共体

余杭区中医院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永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

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杭州市富阳区胥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万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渌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常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富阳区中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富阳区中医院

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里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渔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

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市富阳区场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受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春建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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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横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医共
体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

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中心卫生院

14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人民医院
医共体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人民医院

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马啸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新桥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河桥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三口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中心卫生院

15

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医共体

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西天目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横路卫生院

16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人民医院
医共体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人民医院

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中心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乐平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千洪卫生院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中心卫生院
桐庐县富春江中心卫生院（桐庐县富春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新合乡卫生院（桐庐县新合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7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桐庐县凤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桐庐县凤川中心卫生院）
桐庐县江南中心卫生院（桐庐县江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桐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桐庐县桐君街道卫生院）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卫生院（桐庐县莪山畲族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桐庐县中医院医共体

桐庐县中医院

桐庐县钟山乡卫生院（桐庐县钟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横村中心卫生院（桐庐县横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旧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桐庐县旧县街道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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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合村乡卫生院（桐庐县合村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

桐庐县瑶琳镇卫生院（桐庐县瑶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分水镇卫生院（桐庐县分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桐庐县百江中心卫生院（桐庐县百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德市三都镇中心卫生院
20

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建德市杨村桥镇卫生院
建德市梅城镇卫生院
建德市大洋镇中心卫生院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德市乾潭镇中心卫生院
21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建德市更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德市钦堂乡卫生院
建德市下涯镇卫生院
建德市莲花镇卫生院
建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
建德市李家镇卫生院
22

建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共
体

建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建德市寿昌镇卫生院
建德市大同镇中心卫生院
建德市航头镇卫生院
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江北区白沙医
院）
宁波市江北区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江北区姚江医院）
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

宁波市第九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24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第九医院（宁波市江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江北区祥星医
北区人民医院）
院）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中心卫生院（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江北区孔浦医
院）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卫
生院）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北仑区滨海新城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5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6

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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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卫生院（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炼化医院

27

镇海区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镇海区人民医院（宁波市第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七医院）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卫生院（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

28

镇海区龙赛医疗集团

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东部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9

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宁波市鄞州区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中心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中心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茅山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

鄞州区第二医院医共体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宁波市鄞州区第三医院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咸祥中心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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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卫生院白杜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岳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卫生院

31

奉化区中医医院医共体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巨桥街道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卫生院南浦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岩头分院

32

奉化区溪口医院医共体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跸驻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班溪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畸山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卫生院桐照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卫生院董李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卫生院鲒埼分院
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卫生院

33

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

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卫生院
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卫生院楼岩分院
象山县西周镇中心卫生院
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爱心医院）
象山县泗洲头镇卫生院

34

象山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象山县中医医院

象山县茅洋乡卫生院
象山县东陈乡卫生院
象山县墙头镇卫生院
象山县爵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象山县老年医院
象山县大徐镇卫生院
象山县涂茨镇卫生院

35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

象山县黄避岙乡卫生院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象山县新桥镇卫生院
象山县定塘镇中心卫生院
象山县贤庠镇中心卫生院
象山县丹城（丹东、丹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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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高塘岛乡卫生院

36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
健康集团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

象山县晓塘乡卫生院
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卫生院
象山县鹤浦镇中心卫生院
宁海县岔路中心卫生院

37

宁海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宁海县中医医院

宁海县桑洲镇卫生院
宁海县前童镇卫生院
宁海县一市中心卫生院

38

宁海县第二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宁海县城关医院（宁海县第 宁海县越溪乡卫生院
二医院）
宁海县黄坛镇卫生院
宁海县黄坛镇双峰卫生院
宁海县深圳中心卫生院
宁海县梅林卫生院
宁海县茶院乡卫生院
宁海县强蛟镇卫生院

39

宁海县第一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宁海县第一医院

宁海县大佳何镇卫生院
宁海县力洋中心卫生院
宁海县桥头胡中心卫生院
宁海县胡陈乡卫生院
宁海县长街中心卫生院

40

宁波一院龙山医院医疗健康
集团

慈溪市龙山医院（慈溪市龙
慈溪市掌起镇卫生院（慈溪市掌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卫生院）
慈溪市逍林中心卫生院（慈溪市逍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横河中心卫生院（慈溪市横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1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慈溪市人民医院

慈溪市附海镇卫生院（慈溪市附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匡堰镇卫生院（慈溪市匡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桥头镇卫生院（慈溪市桥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生院（慈溪市观海卫镇医院、慈溪市观海卫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42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慈溪 慈溪市长河中心卫生院（慈溪市长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市周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周巷镇天元卫生院（慈溪市周巷镇天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骨伤科医院）
慈溪市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慈溪市浒山街道卫生院、慈溪市古
塘街道卫生院）
慈溪市第六人民医院（慈溪市红十字医院）

43

慈溪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
集团

慈溪市坎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慈溪市坎墩医院）
慈溪市中医医院

慈溪市宗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慈溪市宗汉医院）
慈溪市胜山镇卫生院（慈溪市胜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新浦镇卫生院（慈溪市新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崇寿镇卫生院（慈溪市崇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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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洞头区鹿西乡卫生院
温州市洞头区东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4

温州市洞头区医共体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医院

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中心卫生院
温州市洞头区霓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州市洞头区元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岩坦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妇幼保健院
永嘉县北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南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碧莲镇中心卫生院
45

永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永嘉县人民医院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鹤盛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云岭乡卫生院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溪下乡卫生院
永嘉县沙头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黄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三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乌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瓯北街道东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桥下镇中心卫生院

46

永嘉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永嘉县中医医院

永嘉县瓯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茗岙乡卫生院
永嘉县巽宅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界坑乡卫生院
永嘉县金溪镇中心卫生院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山门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腾蛟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水头镇卫生院
平阳县南雁镇卫生院
平阳县凤卧镇卫生院

47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平阳县水头镇鹤溪卫生院
平阳县腾蛟镇凤巢卫生院
平阳县腾蛟镇龙尾卫生院
平阳县水头镇南湖卫生院
平阳县水头镇朝阳卫生院
平阳县闹村乡卫生院
平阳县怀溪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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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麻步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南麂镇卫生院

48

平阳县中医院医共体

平阳县中医院

平阳县鳌江镇卫生院
平阳县鳌江镇钱仓卫生院
平阳县鳌江镇梅溪卫生院
平阳县鳌江镇梅源卫生院
平阳县顺溪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萧江中心卫生院
平阳县昆阳镇卫生院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卫生院
49

平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平阳县人民医院

平阳县海西镇卫生院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卫生院
平阳县万全镇卫生院
平阳县青街畲族乡卫生院
平阳县顺溪镇维新卫生院
平阳县顺溪镇吴垟卫生院
50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苍南县龙港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金乡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望里中心卫生院

51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苍南县炎亭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大渔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钱库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南宋中心卫生院

52

苍南县中医院医共体

苍南县中医院

苍南县赤溪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莒溪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桥墩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藻溪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宜山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马站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凤阳畲族乡卫生院

53

苍南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苍南县人民医院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卫生院
苍南县沿浦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霞关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灵溪中心卫生院
苍南县矾山中心卫生院
文成县双桂乡卫生院
文成县桂山乡卫生院

54

文成县中医院医共体

文成县中医医院

文成县平和乡卫生院
文成县周山畲族乡卫生院
文成县公阳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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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县大峃镇卫生院
文成县玉壶镇卫生院
文成县南田镇卫生院
文成县峃口镇卫生院
文成县珊溪镇卫生院

55

文成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文成县人民医院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卫生院
文成县巨屿镇卫生院
文成县百丈漈镇卫生院
文成县黄坦镇卫生院
文成县铜铃山镇卫生院
文成县周壤镇卫生院
文成县二源镇卫生院
泰顺县竹里乡卫生院
泰顺县百丈镇中心卫生院
56

泰顺县中医院医共体

泰顺县中医院

泰顺县司前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仕阳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彭溪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卫生院（县二医）
泰顺县雅阳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泗溪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筱村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三魁镇西旸卫生院
泰顺县三魁镇大安卫生院

57

泰顺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泰顺县人民医院

泰顺县仕阳镇龟湖卫生院
泰顺县泗溪镇东溪卫生院
泰顺县雅阳镇柳峰卫生院
泰顺县泗溪镇凤垟卫生院
泰顺县百丈镇包垟卫生院
泰顺县仕阳镇雪溪卫生院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卫生院
泰顺县筱村镇南浦溪卫生院
乐清市大荆镇双峰卫生院
乐清市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清市盐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8

乐清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人民医院
乐清市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清市白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清市天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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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石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清市大荆镇镇安卫生院
乐清市湖雾镇卫生院
乐清市乐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8

乐清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人民医院

乐清市仙溪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
乐清市龙西乡卫生院
乐清市翁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清市智仁乡卫生院
乐清市大荆镇卫生院
乐清市虹桥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蒲岐镇卫生院
乐清市南岳镇卫生院
乐清市淡溪中心卫生院
59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乐清市雁荡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芙蓉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清江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南塘镇卫生院
乐清市淡溪镇四都卫生院
乐清市岭底乡卫生院
乐清市柳市镇黄华卫生院
乐清市柳市镇七里港卫生院
60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乐清市磐石镇卫生院
乐清市柳市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北白象中心卫生院
乐清市柳市镇象阳卫生院
嘉善县陶庄镇卫生院
嘉善县罗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嘉善县第二人民医院
61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嘉善县妇幼保健院
嘉善县姚庄镇卫生院
嘉善县西塘镇卫生院
嘉善县干窑镇卫生院
嘉善县第三人民医院
嘉善县肿瘤防治所

62

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嘉善县中医医院

嘉善县惠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嘉善县大云镇卫生院
嘉善县天凝镇卫生院
嘉善县魏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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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澉浦镇卫生院

63

海盐县中医院医共体

海盐县中医院

海盐县沈荡镇卫生院
海盐县通元镇卫生院
海盐县秦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盐县武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盐县望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4

海盐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海盐县人民医院

海盐县于城镇卫生院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盐县百步镇卫生院
海宁市袁花中心卫生院
海宁市海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5

海宁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海宁市人民医院

海宁市马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宁市盐官度假区卫生院
海宁市盐官镇卫生院
海宁市丁桥镇卫生院
海宁市海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6

海宁市中医院医共体

海宁市中医院

海宁市斜桥中心卫生院
海宁市硖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宁市尖山新区（黄湾镇）卫生院
海宁市许村镇许巷卫生院

67

海宁市中心医院医共体

海宁市中心医院

海宁市周王庙镇卫生院
海宁市许村中心卫生院
海宁市长安镇卫生院
平湖市林埭镇卫生院
平湖市钟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8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平湖市新埭镇中心卫生院
平湖市广陈镇卫生院
平湖市新仓镇中心卫生院
平湖市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9

平湖市中医院医共体

平湖市中医院

平湖市当湖中心医院
平湖市独山港镇中心卫生院

70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平湖市乍浦镇中心卫生院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卫生院
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卫生院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

71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保
健集团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心卫生院
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卫生院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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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月河飞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康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2

湖州市中心医院医疗保健集
团

湖州市中心医院

湖州市吴兴区朝阳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环渚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仁皇山滨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杨家埠龙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南浔区石淙镇卫生院（石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人民医院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人民医院

73

南浔区医疗集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医院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人民医院
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卫生院（旧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卫生院（和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卫生院（千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卫生院（善琏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吕山乡卫生院
长兴县李家巷镇卫生院
长兴县画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4

长兴县中医院医共体集团

长兴县中医院

长兴县夹浦镇卫生院
长兴县洪桥镇卫生院
长兴县泗安镇卫生院
长兴县虹星桥镇卫生院
长兴县雉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煤山镇卫生院

75

长兴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集团

长兴县人民医院

长兴县林城镇卫生院
长兴县小浦镇卫生院
长兴县水口乡卫生院
长兴县太湖图影旅游渡假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吉孝源街道卫生院
安吉第二医院（社会办医，账号不统一）
安吉梅溪镇中心卫生院

76

安吉县第二医共体

安吉县中医医院

安吉递铺街道安城卫生院
安吉天荒坪镇卫生院
安吉天荒坪镇白水卫生院
安吉上墅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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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天子湖镇中心卫生院
安吉溪龙乡卫生院

77

安吉县第一医共体

安吉县人民医院

安吉昌硕街道卫生院
安吉县递铺街道卫生院
安吉山川乡卫生院
安吉鄣吴镇卫生院
安吉报福镇中心卫生院
78

安吉县第三医共体

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社会 安吉杭垓镇中心卫生院
办医，账号不统一）
安吉孝丰镇卫生院
安吉章村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中心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9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医共体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绍兴市上虞区岭南乡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下管中心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陈溪乡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皮肤病防治院
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卫生院
80

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医共体

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

绍兴市上虞区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章镇中心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卫生院
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昌县妇幼保健院

81

新昌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新昌县人民医院

新昌县小将镇卫生院
新昌县七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昌县回山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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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巧英乡卫生院
新昌县羽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1

新昌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新昌县人民医院

新昌县儒岙镇卫生院
新昌县双彩乡卫生院
新昌县大市聚镇卫生院
新昌县沙溪镇卫生院
新昌县南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昌县镜岭镇卫生院
82

新昌县中医院医共体

新昌县中医院

新昌县澄潭镇卫生院
新昌县城南乡卫生院
新昌县东茗乡卫生院
新昌县梅渚镇卫生院
诸暨市安华镇卫生院
诸暨市五泄镇卫生院
诸暨市陶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3

诸暨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诸暨市人民医院

诸暨市同山镇卫生院
诸暨市马剑镇卫生院
诸暨市山下湖镇卫生院
诸暨市次坞镇中心卫生院
诸暨市应店街镇中心卫生院
诸暨市江藻镇中心卫生院

84

诸暨市中心医院医共体

诸暨市中心医院（诸暨市暨 诸暨市街亭镇卫生院
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诸暨市直埠镇卫生院
诸暨市王家井镇卫生院
诸暨市璜山镇中心卫生院
诸暨市东和乡卫生院
诸暨市陈宅镇卫生院

85

诸暨市中医医院医共体

诸暨市中医医院

诸暨市东白湖镇卫生院
诸暨市赵家镇卫生院
诸暨市岭北镇卫生院
诸暨市浬浦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州市三界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浦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6

嵊州市中医院医共体

嵊州市中医院

嵊州市仙岩镇卫生院
嵊州市金庭镇卫生院
嵊州市北漳镇卫生院
嵊州市下王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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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甘霖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黄泽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石璜镇卫生院
嵊州市长乐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谷来镇卫生院
嵊州市雅璜乡卫生院

87

嵊州市人民医院（浙大一院
嵊州分院）医共体

嵊州市人民医院

嵊州市竹溪乡卫生院
嵊州市王院乡卫生院
嵊州市里南乡卫生院
嵊州市贵门乡卫生院
嵊州市崇仁镇中心卫生院
嵊州市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州市三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州市通源乡卫生院
武义县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武义县东干中心卫生院
武义县新宅中心卫生院

88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武义县泉溪镇卫生院
武义县桐琴镇卫生院
武义县大田乡卫生院
武义县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武义县王宅中心卫生院
武义县履坦镇卫生院

89

武义县中医院医共体

武义县中医院

武义县白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武义县茭道镇卫生院
武义县俞源乡卫生院
武义县白姆乡卫生院
武义县坦洪乡卫生院
武义县大溪口乡卫生院
90

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

武义县三港乡卫生院
武义县桃溪中心卫生院
武义县西联乡卫生院
浦江县白马镇中心卫生院
浦江县仙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江县浦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1

浦江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浦江县人民医院

浦江县黄宅镇卫生院
浦江县郑宅镇卫生院
浦江县黄宅镇前陈卫生院
浦江县郑家坞镇卫生院
浦江县岩头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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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浦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江县檀溪镇中心卫生院
浦江县大畈乡卫生院

92

浦江县中医院医共体

浦江县中医院

浦江县花桥乡卫生院
浦江县虞宅乡卫生院
浦江县中余乡卫生院
浦江县杭坪镇卫生院
浦江县前吴乡卫生院
磐安县高二乡卫生院
磐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磐安县中医院
磐安县大盘镇中心卫生院
磐安县尚湖镇中心卫生院
磐安县方前镇卫生院
磐安县深泽乡卫生院
磐安县新渥镇中心卫生院
磐安县冷水镇卫生院
93

磐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磐安县人民医院

磐安县仁川镇卫生院
磐安县双峰乡卫生院
磐安县维新乡卫生院
磐安县尖山镇中心卫生院
磐安县窈川乡卫生院
磐安县双溪乡卫生院
磐安县万苍乡卫生院
磐安县九和乡卫生院
磐安县胡宅乡卫生院
磐安县盘峰乡卫生院
兰溪市皮肤病防治院（相对独立管理，账号不统一）
兰溪市灵洞乡卫生院
兰溪市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4

兰溪市中医院医共体

兰溪市中医院

兰溪市诸葛镇卫生院
兰溪市上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溪市香溪镇中心卫生院
兰溪市黄店镇中心卫生院
兰溪市永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5

兰溪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兰溪市人民医院

兰溪市游埠镇中心卫生院
兰溪市马涧镇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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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梅江镇中心卫生院
兰溪市女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溪市兰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5

兰溪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兰溪市人民医院

兰溪市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卫生院
兰溪市柏社乡卫生院
兰溪市横溪镇卫生院
义乌市稠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乌市上溪中心卫生院
义乌市后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6

义乌市中心医院医共体

义乌市中心医院

义乌市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乌市稠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乌市义亭中心卫生院
义乌市苏溪中心卫生院
义乌市城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7

义乌市中医医院医共体

义乌市中医医院

义乌市赤岸中心卫生院
义乌市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乌市大陈中心卫生院

98

浙大四院医共体

义乌市福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
义乌市佛堂中心卫生院
院
义乌市廿三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康市西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康市城西新区卫生院
永康市花街中心卫生院

99

永康市中医院医共体

永康市中医院
永康市象珠中心卫生院
永康市唐先镇卫生院
永康市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康市龙山镇卫生院
永康市舟山镇卫生院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卫生院
永康市前仓镇卫生院

100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永康市芝英中心卫生院
永康市西溪中心卫生院
永康市石柱中心卫生院
永康市方岩中心卫生院
永康市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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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灰坪乡卫生院
衢江区杜泽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廿里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乌溪江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上方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举村乡卫生院

101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衢江区云溪乡卫生院
衢江区周家乡卫生院
衢江区岭洋乡卫生院
衢江区太真乡卫生院
衢江区双桥乡卫生院
衢江区峡川镇卫生院
衢江区后溪镇卫生院
衢江区莲花镇卫生院
衢江区浮石街道卫生院
衢江区大洲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樟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2

衢江区中医院医共体

衢州市衢江区中医院

衢江区高家中心卫生院
衢江区横路卫生院
衢江区全旺镇卫生院
衢江区黄坛口乡卫生院
开化县中村乡卫生院
开化县池淮镇中心卫生院
开化县苏庄镇卫生院
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卫生院
开化县长虹乡卫生院

103

开化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开化县人民医院

开化县芹阳中心卫生院
开化县桐村镇卫生院
开化县金村卫生院
开化县林山乡卫生院
开化县张湾卫生院
开化县杨林镇卫生院
开化县何田乡卫生院
开化县齐溪镇卫生院
开化县村头镇中心卫生院

104

开化县中医院共同体

开化县中医院

开化县马金镇中心卫生院
开化县大溪边乡卫生院
开化县音坑乡卫生院
开化县塘坞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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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詹家镇卫生院
龙游县溪口中心卫生院

105

龙游县中医院医共体

龙游县中医医院

龙游县沐尘乡卫生院
龙游县庙下乡卫生院
龙游县大街乡卫生院
龙游县龙洲街道卫生院
龙游县横山中心卫生院
龙游县罗家乡卫生院
龙游县塔石中心卫生院
龙游县湖镇中心卫生院
106

龙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龙游县人民医院

龙游县社阳乡卫生院
龙游县东华街道卫生院
龙游县模环乡卫生院
龙游县小南海镇卫生院
龙游县石佛乡卫生院
江山市贺村中心卫生院
江山市大桥镇卫生院
江山市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山市须江中心卫生院 ）
江山市凤林镇卫生院
江山市峡口中心卫生院
江山市清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7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江山市人民医院
江山市新塘边镇卫生院
江山市碗窑乡卫生院
江山市保安乡卫生院
江山市廿八都镇卫生院
江山市坛石镇卫生院
江山市淤头中心卫生院
江山市四都镇卫生院
江山市张村乡卫生院
江山市石门镇卫生院
江山市长台中心卫生院

108

江山市中医院医共体

江山市中医院
江山市塘源口乡卫生院
江山市大陈乡卫生院
江山市上余镇卫生院
江山市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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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中心卫生院

109

舟山市定海区医疗集团

舟山市定海区中心医院

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中心卫生院
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舟山市定海区马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岱山县中医院
岱山县岱东镇卫生院（岱山县岱东镇社区卫生中心）
岱山县长涂镇中心卫生院（岱山县长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岱山县东沙镇中心卫生院（岱山县东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0

岱山医疗健康集团

浙江省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岱山县衢山镇中心卫生院（岱山县衢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岱山县岱西镇卫生院（岱山县岱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岱山县秀山乡卫生院（岱山县秀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岱山县高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省岱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嵊泗县中医院（菜园镇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嵊山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五龙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1

嵊泗县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共
同体

嵊泗县人民医院

嵊泗县黄龙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菜园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花鸟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枸杞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泗县洋山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门县海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门县沙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门县横渡镇卫生院
三门县亭旁镇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浦坝港镇泗淋卫生院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卫生院
三门县健跳镇六敖卫生院

112

三门县人民医院医疗卫生服
务共同体

三门县浦坝港镇沿赤卫生院
三门县人民医院

三门县花桥镇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浦坝港镇浬浦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健跳镇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珠岙镇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卫生院
三门县蛇蟠乡卫生院
三门县医疗急救中心
三门县海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门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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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县福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台县福溪街道卫生院）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卫生院（天台县平桥医院）
天台县街头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石梁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泳溪乡卫生院（泳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3

天台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天台县人民医院

天台县洪畴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三合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南屏乡卫生院（南屏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雷峰乡卫生院（雷峰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始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台县始丰街道卫生院）
天台县三州乡卫生院（三州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龙溪乡卫生院（龙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台县赤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台县赤城街道卫生院）
仙居县福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仙居县南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仙居县朱溪镇卫生院
仙居县下各中心卫生院
仙居县安岭乡卫生院
仙居县湫山乡卫生院

114

仙居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仙居县人民医院

仙居县埠头镇卫生院
仙居县上张乡卫生院
仙居县步路乡卫生院
仙居县广度乡卫生院
仙居县大战乡卫生院
仙居县双庙乡卫生院
仙居县溪港乡卫生院
仙居县横溪中心卫生院
仙居县白塔中心卫生院
仙居县安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仙居县淡竹乡卫生院

115

仙居县中医院医共体

仙居县中医院

仙居县皤滩乡卫生院
仙居县田市镇卫生院
仙居县官路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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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
温岭市温西中心卫生院
温岭市箬横中心卫生院
温岭市城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6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温岭市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岭市石塘镇卫生院
温岭市坞根镇卫生院
温岭市松门镇卫生院
温岭市横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卫生院
温岭市大溪中心卫生院
温岭市石桥头镇卫生院
117

温岭市中医院医共体

台州市温岭中医医疗中心
（集团）温岭市中医院

温岭市太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岭市城南镇卫生院
温岭市泽国镇卫生院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岭市滨海镇卫生院

118

台州市肿瘤医院医共体

台州市肿瘤医院

温岭市城北中心卫生院
温岭市新河镇卫生院
临海市古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海市沿江中心卫生院

119

临海市中医院医共体

临海市中医院

临海市尤溪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海市汛桥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涌泉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杜桥中心卫生院

120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海市桃渚中心卫生院（临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临海市小芝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上盘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大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海市括苍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永丰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河头中心卫生院

121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海市白水洋中心卫生院（临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临海市邵家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海市大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海市汇溪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东塍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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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中医院
玉环市玉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玉环市海山乡卫生院

122

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玉环市人民医院
玉环市芦浦镇卫生院
玉环市大麦屿中心卫生院
玉环市坎门中心卫生院
玉环市沙门镇卫生院
玉环市楚门镇卫生院

123

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共体
集团

玉环市清港镇卫生院
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
玉环市龙溪镇卫生院
玉环市干江镇卫生院
玉环市鸡山乡卫生院
青田县第二人民医院
青田县章旦乡卫生院
青田县东源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山口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小舟山乡卫生院
青田县贵岙乡卫生院
青田县吴坑乡卫生院
青田县季宅乡卫生院

124

青田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青田县人民医院

青田县黄垟乡卫生院
青田县万山乡卫生院
青田县油竹新区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仁庄镇卫生院
青田县高湖镇卫生院
青田县阜山乡卫生院
青田县方山乡卫生院
青田县汤垟乡卫生院
青田县瓯南街道卫生院
青田县鹤城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北山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船寮中心卫生院

125

青田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青田县中医医院
青田县腊口中心卫生院
青田县巨浦乡卫生院
青田县万阜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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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三溪口街道卫生院
青田县海口镇卫生院
青田县高市乡卫生院
青田县海溪乡卫生院

125

青田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青田县中医医院

青田县章村乡卫生院
青田县舒桥乡卫生院
青田县祯埠镇卫生院
青田县祯旺乡卫生院
青田县仁宫乡卫生院
遂昌县焦滩乡卫生院
遂昌县龙洋乡卫生院
遂昌县妙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遂昌县垵口乡卫生院
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卫生院

126

遂昌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遂昌县人民医院

遂昌县蔡源乡卫生院
遂昌县石练镇卫生院
遂昌县湖山乡卫生院
遂昌县金竹中心卫生院
遂昌县妙高中心卫生院
遂昌县王村口中心卫生院
遂昌县大柘镇卫生院
遂昌县云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遂昌县黄沙腰中心卫生院
遂昌县北界中心卫生院

127

遂昌县中医院医共体

遂昌县中医院

遂昌县应村乡卫生院
遂昌县柘岱口乡卫生院
遂昌县高坪乡卫生院
遂昌县西畈乡卫生院
遂昌县新路湾镇卫生院
遂昌县濂竹乡卫生院
松阳县叶村乡卫生院
松阳县板桥乡卫生院
松阳县斋坛乡卫生院
128

松阳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松阳县中医医院
松阳县水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阳县裕溪乡卫生院
松阳县象溪镇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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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枫坪乡卫生院
松阳县新兴镇中心卫生院
松阳县大东坝镇中心卫生院
松阳县望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阳县安民乡卫生院

129

松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松阳县人民医院

松阳县三都乡卫生院
松阳县赤寿乡卫生院
松阳县玉岩镇中心卫生院
松阳县樟溪乡卫生院
松阳县西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阳县古市镇中心卫生院
云和县中医院
云和县雾溪畲族乡卫生院
云和县紧水滩镇中心卫生院
云和县安溪畲族乡卫生院
云和县白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0

云和县医疗健康集团

云和县人民医院

云和县赤石乡卫生院
云和县元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和县石塘镇中心卫生院
云和县凤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和县浮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和县崇头镇中心卫生院
庆元县江根乡卫生院
庆元县官塘乡卫生院
庆元县左溪中心卫生院
庆元县张村乡卫生院

131

庆元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庆元县人民医院

庆元县贤良中心卫生院
庆元县安南乡卫生院
庆元县隆宫乡卫生院
庆元县淤上乡卫生院
庆元县屏都中心卫生院
庆元县龙溪乡卫生院
庆元县举水乡卫生院
庆元县岭头乡卫生院
庆元县荷地中心卫生院

132

庆元县中医院医共体

庆元县中医院

庆元县百山祖镇卫生院
庆元县五大堡乡卫生院
庆元县竹口中心卫生院
庆元县黄田镇卫生院
庆元县濛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名，原为城区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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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渤海镇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沙湾镇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地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歧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秋炉乡卫生院

133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
共体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毛垟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标溪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家地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雁溪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南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大际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九龙乡卫生院
景宁畲族自治县澄照乡卫生院
龙泉市西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泉市兰巨乡卫生院
龙泉市岩樟乡卫生院
龙泉市住龙镇卫生院

134

龙泉市中医院医共体

龙泉市中医医院

龙泉市宝溪乡卫生院
龙泉市查田镇卫生院
龙泉市小梅镇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锦溪镇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八都镇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上垟镇卫生院
龙泉市龙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泉市剑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泉市石达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泉市竹垟乡卫生院

135

龙泉市人民医院医共体

龙泉市人民医院

龙泉市城北乡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安仁镇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道太乡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龙南乡中心卫生院
龙泉市屏南镇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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