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提供方式 服务合作机构

1 单独提供 北京善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 单独提供 郑州心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 单独提供 北京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4 单独提供 深圳晟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 单独提供 宁波市飞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6 单独提供 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单独提供 中智企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8
用药提醒、药品服务、药品直付、

药品配送、慈善援助指导
单独提供 上海聚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指定卫生机构为持卡人提供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
健康医疗服务，直付理赔服务、会员优惠价格等

单独提供 上海亿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 “康浩云”健康体检 单独提供 天津新家购贸易有限公司

11 PCD检测 单独提供 合肥蜀山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12 TP53抑癌基因检测 单独提供

13 多项肿瘤易感基因检测 单独提供

14 单独提供

15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青岛门诊部有限公司崂山门诊部

16 单独提供 南京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17 单独提供 南宁卓越健康体检中心

18 肝脏彩超 单独提供 郑州新华卓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门诊部

19 单独提供 杭州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20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烟台）

21 单独提供 Airdoc鹰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2 单独提供 北京天融互联科技公司

23 单独提供 兰州中甘康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 单独提供 安宁鑫湖医院

25 单独提供 江苏艾丽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6 单独提供 长乐康泰体检中心

27 单独提供 海南康爱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28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29 单独提供 哈密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门诊部

30 单独提供 乌鲁木齐诚裕慈惠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31 单独提供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32 单独提供 北京新华卓越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33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单独提供 北京爱康国宾门诊部有限公司

35 单独提供 北京美兆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36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门诊部（济南）有限公司

37 单独提供 泉州市美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38 单独提供 巩义美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门诊部

39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40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41 单独提供 杭州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42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43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青岛门诊部有限公司崂山门诊部

44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烟台）门诊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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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手持心电卡 单独提供 晓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6 健康筛查 单独提供 郑州新华卓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门诊部

47 单独提供 徐州爱康卓悦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48 单独提供 郑州新华卓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门诊部

49 单独提供 广州心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0 单独提供 深圳市天雁商学院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1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52 单独提供 上海鹰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3 单独提供 可颐健康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54 心脏彩超 单独提供 徐州爱康卓悦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55 乙肝检测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青岛门诊部有限公司崂山门诊部

56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青岛门诊部有限公司崂山门诊部

57 单独提供 郑州新华卓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门诊部

58 啄木鸟项目 单独提供 北京天融互联科技公司

59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宝鸡门诊部有限公司

60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61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62
非指定专家就医协助、住院/手术协调安排、

住院垫付、电话分诊、医疗咨询
单独提供 上海质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3
家庭医生图文咨询、视频咨询、电话咨询、
专科医生图文咨询、电话咨询、名医咨询

单独提供 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4 自助挂号平台、24小时电话医生、紧急救援服务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65

健康资讯、健康大讲堂、报告解读、权威健康测评、
精神心理测评、全科医生咨询、智能AI问诊、

用药管家、在线药房、癌症治疗咨询、护士上门、
脑健康测评普适版、儿童生长发育测评

单独提供 北京艾涞博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66 健康资讯、处方咨询、用药咨询、患者提醒及用药随访 单独提供 上海聚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7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68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69 单独提供 好人生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70 在线问医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71 全科医生咨询 单独提供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72 视频医生 单独提供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73 在线分诊 单独提供 好人生（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74 导医导诊 单独提供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75 提供就医问诊、预约医院、专家服务 单独提供 健医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76 单独提供 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

77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78 单独提供 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9 单独提供 好人生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80 单独提供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81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82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83 单独提供 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4
24小时电话医生、紧急救援服务、

重疾绿色通道、转诊导医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宝鸡门诊部有限公司

85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86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87 单独提供 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

乳腺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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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医生服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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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咨询

二次诊疗

紧急救援



88 健康门诊挂号、患者用药不良反应监测 单独提供 上海聚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9 海外就医协助 单独提供 好人生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0 普通门诊绿通 单独提供 普康（杭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91 单独提供 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

92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93 单独提供 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4 单独提供 好人生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5 单独提供 上海抚理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6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97 单独提供 南京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98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99 单独提供 新华卓越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100
重疾门诊绿色通道（含陪诊）、

重疾住院（手术）加快绿色通道（含陪诊）
单独提供 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1 单独提供 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

102 单独提供 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103 单独提供 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4 单独提供 好人生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05 住院手术安排 单独提供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106 康复理疗 单独提供 北京新华卓越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术后/院后康复指导

重疾绿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