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等级
所 在 城

区
单位地址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级 上城区 庆春路79号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三级 上城区 解放路88号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级 上城区 学士路2号

4 浙江省人民医院 三级 下城区 上塘路158号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三级 下城区 竹竿巷57号

6 浙江医院 三级 西湖区 灵隐路12号

7 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东方医院） 三级 上城区 邮电路54号

8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 三级 拱墅区 潮王路318号

9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三级 下城区 古翠路234号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 三级 西湖区 灵隐路14号（九里松院区）

1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 下城区 延安路395号

12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浙江省针灸推拿医

院）
二级 上城区 庆春路23号

13 杭州浙益眼科诊疗中心 三级 上城区 庆春路79号

14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医院 二级 江干区 下平路28号(观音塘小区内)

15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上城区 浣沙路261号

16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拱墅区 拱宸桥温州路126号

17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上城区 西湖大道38号

18 杭州第四医院 (杭州肿瘤医院） 二级 上城区 中河南路万松岭隧道东口

19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三级 下城区 环城东路38号

20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三级 下城区 朝晖二区文晖路201号

21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西湖区 西溪路305号

22 浙江医院分院 二级 西湖区 三墩镇三墩街241号

23 杭州市中医院 三级 西湖区 体育场路453号

24 杭州市预防保健门诊部 二级 下城区 朝晖二区5幢

25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二级 余杭区 余杭区良诸安溪镇

26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 萧山区 城厢镇市心南路199号

27 拱墅区小河湖墅地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拱墅区 莫干山路653号

28 杭州口腔医院 二级 上城区 平海路57号

29 上城区清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上城区 上城区河坊街413号

30 下城区天水武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下城区 耶苏堂弄16号

31 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曙光路外东山弄5号

32 上城区湖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上城区 上城区东平巷4号

33 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江干区 下沙镇文教路南大街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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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西湖区西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文二路下宁巷8号

35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院 二级 拱墅区 半山镇康健弄1号

36 杭州方回春堂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河坊街117号

37 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环城东路23-12号

38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大学路89号

39 杭州前进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庆春路219号5楼

40 杭州中河医疗门诊部 一级 下城区 体育场路仓河下36号

41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二级 江干区 观音堂路103号

42 杭州胡庆余堂第二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中山中路49号

43 杭州仁和康复医院 一级 上城区 后市街17号

44 杭州农工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清吟街118号

45 杭州宝力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万松岭路25号

46 杭州万承志堂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高银街103号

47 杭州桐君堂中医门诊部 一级 西湖区 体育场路474号二楼

48 浙江绿城医院 三级 西湖区 古墩路409号

49 杭州胡庆余堂第一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安荣巷11号

50 下城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一级 下城区 东新路沈家路25号

51 杭州家庭医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天成路门诊部 一级 江干区 范家路176-192号

52 杭州玛莉亚妇女医院 一级 江干区 秋涛路300号

53 杭州万事利医院 一级 江干区 机场路319号

54 杭州张同泰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下城区 中山北路99号

55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余杭区 余杭区临平街道保健路28号

56 浙江萧山医院 二级 萧山区 萧山区育才北路728号

57 西湖区转塘街道转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转塘镇庙山东村6号

58 西湖区留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留下镇大街185号

59 江干区笕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江干区 机场路230-1号

60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江干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凌霄路36号

61 杭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 二级 西湖区 天目山路304号

62 杭州上城丁新民口腔诊所 一级 上城区 上城区清吟街52号

63 拱墅区大关上塘地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拱墅区 上塘路518号

64 江干区笕桥医院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二级 江干区 机场路389号

65 下城区东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下城区 东新路白兔墩1号

66 西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龙井路16号（茅家埠）

67 江干区采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江干区 双菱路16号

68 滨江区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滨江区 滨江区长河街道长医路1号

69 滨江区西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滨江区 滨江区西兴街道固陵路119号



70 滨江区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滨江区 滨江区浦沿街道镇前路31号

71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余杭区 余杭区余杭镇安乐路80号

72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三级 江干区 凤起东路618号

73 杭州整形医院 三级 下城区 上塘路168号

74 杭州一二八医院 二级 西湖区 杨公堤27号

75 江干区四季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江干区 钱江新城钱江苑内（凤起东路）

76 西湖区周浦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西湖区 西湖区周浦街79号

77 杭州钱塘医疗门诊部 一级 西湖区 文三路451号
78 杭州陈再璋骨病专科医院 一级 拱墅区 登云路413号

79 杭州艾克中医肿瘤门诊部 一级 拱墅区 半山镇石桥路559号

80 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一级 余杭区 余杭区临平南苑街道广和街

81 杭州侨炬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一级 中河北路117-123号

82 杭州广慈中医门诊部 一级 上城区 中山中路553号

83 杭州爱德医院 三级 东新路509号

84 杭州方回春堂拱宸桥国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一级 拱墅区 桥弄街3、5、7、9、11号

85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第三中医门诊部 一级 大井巷86号

86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半山诊所 一级 半山路178号底层

87 杭州天禄堂中医门诊部 一级 桥弄街23号

88 浙江大学校医院 二级 西湖区 玉古路20号

89 浙大校医院华家池分院 一级 江干区 凯旋路258号

90 浙大校医院西溪分院 一级 西湖区 天目山路34号

91 浙江大学校医院紫金港校区分院 一级 西湖区 余杭塘路3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