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水滴专用版）附

加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条款》恶性肿

瘤特定药品清单及指定药店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水滴专用版）附加恶性肿

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条款》相关内容，对恶性肿瘤特定药品

及指定药店公示清单如下：

恶性肿瘤特定药品清单（共 72 种）：

药品清单

序号 商品名 分子名 厂商

1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 默沙东

2 欧狄沃 纳武利尤单抗 施贵宝

3 乐卫玛 仑伐替尼 卫材/默沙东

4 爱博新 哌柏西利 辉瑞

5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君实生物

6 多泽润 达可替尼 辉瑞

7 艾瑞卡 卡瑞利珠单抗 恒瑞

8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 杨森

9 安森珂 阿帕他胺 杨森

10 安圣莎 阿来替尼 罗氏制药

11 利普卓 奥拉帕利 阿斯利康/默沙东

12 艾瑞妮 吡咯替尼 恒瑞



13 帕捷特 帕妥珠单抗 罗氏制药

14 爱优特 呋喹替尼 和黄/礼来

15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信达生物

16 亿珂 伊布替尼 杨森

17 佐博伏 维莫非尼 罗氏

18 万珂 硼替佐米 杨森

19 昕泰 硼替佐米 江苏豪森

20 千平 硼替佐米 正大天晴

21 齐普乐 硼替佐米 齐鲁制药

22 益久 硼替佐米 南京正大天晴

23 安维汀 贝伐珠单抗 罗氏制药

24 安可达 贝伐珠单抗 齐鲁制药

25 格列卫 伊马替尼 诺华制药

26 诺利宁 伊马替尼 石药

27 格尼可 伊马替尼 正大天晴

28 昕维 伊马替尼 江苏豪森

29 瑞复美 来那度胺 百济神州

30 立生 来那度胺 双鹭药业

31 安显 来那度胺 正大天晴

32 齐普怡 来那度胺 齐鲁制药

33 多吉美 索拉非尼 拜耳医药

34 爱必妥 西妥昔单抗 默克

35 维全特 培唑帕尼 诺华制药

36 赞可达 塞瑞替尼 诺华制药



37 泽珂 阿比特龙 杨森

38 艾森特 阿比特龙 恒瑞

39 晴可舒 阿比特龙 正大天晴

40 欣杨 阿比特龙 江西山香药业

41 拜万戈 瑞戈非尼 拜耳医药

42 赛可瑞 克唑替尼 辉瑞

43 泰瑞沙 奥希替尼 阿斯利康

44 恩莱瑞 伊沙佐米 武田

45 泰欣生 尼妥珠单抗 百泰生物

46 恩度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山东先声麦得津

47 英立达 阿昔替尼 辉瑞

48 索坦 舒尼替尼 辉瑞

49 艾坦 阿帕替尼 江苏恒瑞

50 施达赛 达沙替尼 百时美施贵宝

51 依尼舒 达沙替尼 正大天晴

52 达希纳 尼洛替尼 诺华制药

53 美罗华 利妥昔单抗 罗氏制药

54 汉利康 利妥昔单抗 上海复宏汉霖

55 泰立沙 拉帕替尼 葛兰素史克

56 爱谱沙 西达本胺 深圳微芯生物

57 吉泰瑞 阿法替尼 勃林格殷格翰

58 赫赛汀 曲妥珠单抗 罗氏制药

59 福可维 安罗替尼 正大天晴

60 飞尼妥 依维莫司 诺华制药



61 易瑞沙 吉非替尼 阿斯利康

62 伊瑞可 吉非替尼 齐鲁制药

63 凯美纳 埃克替尼 贝达药业

64 特罗凯 厄洛替尼 罗氏制药

65 豪森昕福 氟马替尼 江苏豪森

66 安可坦 恩扎卢胺 安斯泰来/辉瑞

67 泰菲乐 达拉非尼 诺华制药

68 迈吉宁 曲美替尼 诺华制药

69 则乐 尼拉帕利 再鼎医药

70 英飞凡 度伐利尤单抗 阿斯利康

71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百济神州

72 安加维 地舒单抗 安进



指定药店清单（共 91 家）

序号 省份 城市 门店名 药店名称（店名-城市-地标） 地址

1

湖南

长沙

长沙市德雅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德雅大药房
长沙市岳麓区双塘路9号天峰名苑一栋101号（湖

南省肿瘤医院正对面）

2
湖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人民中

路分店
圆心大药房（长沙人民中路分店）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电影公司门面人民中路

170 号

3
湖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湘雅分

店
圆心大药房 （长沙湘雅分店）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319 号绿地中心

4 衡阳
湖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解放大

道分店
圆心大药房（解放大道分店） 衡阳新附二东门 30 米

5 郴州
湖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郴州青

年大道分店
圆心大药房（郴州青年大道分店）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青年大道 15 号 9-10 号门

面

6

广东

佛山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岭

南大道北分店
恒金堂大药房(岭南大道北店)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96 号 101 房自编之七、

八

7

广州

广州市恒金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恒金堂大药房（省医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 79 号首层自编之一、自编夹

层

8 广州市园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园心大药房（石牌店）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东路 29-49 号首层自编 01 号

9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太

阳城分店
恒金堂大药房(太阳城店)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广州大道北1833号 1楼 104

铺（自主申报）

10 江门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江

门建设店
恒金堂大药房（建设店）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 17 号之二 102 室、17 号首

层 1/8-9+0.25MD-2/D 8-9 A-D 轴、17 号首层 9-10

A-D 轴



11 湛江
湛江市霞山区诚慷大药房有限公

司
湛江诚慷大药房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48 号科技培训楼大楼

首层（正面临人民大道南）通道左侧第一间房屋

12 茂名 茂名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茂名旗舰店
茂名市茂南区为名路 98 号(即茂名人民医院北门

正对面)

13 海南 海口 海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人民医院店） 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 8号商业一层

14

云南

红河州 红河州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红河州圆心大药房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南路16号5幢1单元一

层

15 开远 开远市源生药业有限公司 开远源生药业 开远市健民路 113、115 号

16

昆明

昆明仁泽药业有限公司
昆明仁泽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省肿

瘤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秀苑路高美云安小区 A幢第一层 9

号商铺

17
云南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大理

人民南路分公司
云南圆心妙手大理人民南路分店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街道人民南路

纳思城市春天 1-01 号

18 贵州 贵阳 贵阳圆心妙手医药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贵医店）
贵阳市云岩区贵乌南路 140 号冠竹苑 B栋 1-2 层

2 号

19

四川 成都

四川圆心妙手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华西店 成都市武侯区黉门后街 9号附 4-5 号

20 成都市京卫药业有限公司 京卫大药房（成都京卫店）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上街 4号 1层

21
成都圆心华康大药房有限责任公

司
圆心大药房(成都华康店）

成都市洪河北路 731 号恋日家园 AB 区 17 栋 1 层

4 号

22 成都圆心华艾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华艾店） 成都市锦江区静明路 490 号 1 层



23

重庆 重庆

重庆沙坪坝公信网门特药店 公信网门特药店（重庆西南店） 重庆市沙坪坝高滩岩一村 7号附 18 号

24
重庆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渝中区

医学院路店
圆心大药房（医学院路店） 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 5-26 号

25 重庆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新桥店 圆心大药房（重庆新桥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200 号附 3幢新阳光广

场 3栋商业 12（跃 1）

26 重庆圆心妙手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妙手大药房 重庆市渝中区九坑子 1号平街一层

27

湖北

武汉

武汉圆心华健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健店）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道解放大道 1127 号武汉富

商大厦 12 层 1 室-2

28 武汉圆心华发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发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718 号 1 层-2 室

29 武汉圆心华振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武汉华振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450 号名都花园南区一期

306 栋一层商一

30 孝感 汉川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汉川圆心店） 汉川市人民大道西段同仁广场 2幢 1单元 120 号

31 仙桃 仙桃智慧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智慧大药房（仙桃圆心店）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沔州大道29号西侧门栋1-5

间

32

江苏 南京

南京天一中信圆心药店有限公司 圆心药店（南京洪武路店）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 328 号

33 南京圆心康瑞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康瑞药房（圆心玄武门店）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33、135 号

34 南京康世药店 南京康世药店 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 455 号



35 苏州 苏州市百家姓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市百家姓医药 苏州市白塔西路 21 号二楼

36 无锡 无锡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无锡圆心大药房 无锡市梁溪区五星家园 231-6 号南侧

37 常州 常州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常州圆心大药房 常州天宁区局前街 223-1 号

38 南通 南通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南通圆心大药房（南通南大街店） 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 118 号栋 0107 室、0108 室

39 镇江 江苏圆心医药有限公司解放路店 圆心解放路店（圆心镇江店） 镇江市京口区解放路 359-6 号

40 扬州
扬州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苏北

店
圆心大药房（苏北店） 扬州市广陵区汶河南路 1号

41 徐州 徐州彭客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彭客医药 徐州市泉山区富丽城 1-011

42 宿迁 宿迁国慈药房有限公司 宿迁国慈药房
宿迁市宿城区恒茂广场 B单元 1层 123-1、123-2

室

43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圆心大药房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东路 25 号-1

44 上海圆心顺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顺康大药房 上海市徐汇区医学院路 110 弄 1-4 号

45

安徽 合肥

安徽圆心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绩

溪路店
圆心大药房（绩溪路店）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 223 号金溪路 1幢 1号门面

46
安徽圆心鑫兴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宿州路店
圆心鑫兴大药房（宿州路店） 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 4号富世广场 A座商 141



47
安徽圆心鑫兴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庐江路店
圆心鑫兴大药房（庐江路店）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 1号

48 合肥市静和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静和大药房
安徽省合肥市百草街.新华华纺城商铺

C#111-112 室

49 黄山 黄山新稀特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黄山新希特大药房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东里巷道路西侧，新园西路

北侧 8号

50

山东 济南

济南金益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金益大药房 济南市槐荫区经六路 173 号-1-2

51
济南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济兖路

店
圆心大药房（济兖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619 号

52

浙江

杭州

杭州妙手大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妙手大药房 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 295-1

53 杭州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爱倍生大药房 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 234 号

54 嘉兴 嘉兴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嘉兴爱倍生大药房（爱倍生嘉兴第

一医院店）
南湖区百汇大厦 105 室

55 宁波 宁波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宁波爱倍生大药房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92-1

56 金华 金华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金华爱倍生大药房 金华市婺城区北山路 33 号 1 幢

57 台州 台州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台州爱倍生大药房 台州市椒江区华中大厦 107 号

58 湖州 湖州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第一人民医院店）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路 279 号-2，285 号-2



59 温州 温州爱倍生谢池大药房有限公司 温州爱倍生谢池大药房 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巷 8号

60

福建

福州 福州市宏利药店有限公司 福州宏利药店
福州市鼓楼区观风亭街23号观风亭新苑2#-4#群

楼一层商场 A9 店面

61

厦门

厦门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厦门圆心大药房（厦门中山医院店）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921 号（湖滨社区公交车

站）

62 厦门市颐安大药房有限公司 颐安大药房(厦门镇海路店） 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87 号一层

63 宁夏 银川 银川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医科大学医院店） 银川市兴庆区水木清苑 15 号楼 8号营业房

64

陕西 西安

西安德善堂医药有限公司 德善堂大药房（唐都医院店） 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席王新村 15 号一层

65
西安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西五路

店
圆心大药房（二附院店）

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22号1幢1单元10000室一

楼门面房自西向东第四间

66 西安嘉禾堂医药有限公司 嘉禾堂大药房（一附院店）
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西路 158 号双鱼花园广场一层

自西向东第 2间

67
西安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大兴东

路店
圆心大药房（大兴医院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 65 号蔚蓝君城第

10 幢 3 单元 1层 30118、30119 号

68 西安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西京医院店）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 62 号圣荣广场 1楼商铺

69

甘肃 兰州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滨河中路 215 号

第 1层 002 室

70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兰大

一院店

兰州仁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兰大

一院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4-52 号 01 室



71

天津 天津

天津圆心新特大药房有限公司 天津圆心新特大药房（血研所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南京路西段南侧瑞竹大厦

一层 110-B

72 天津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天津圆心大药房（一中心店） 天津市南开区航天道 58 号第二号商铺

73 河北 石家庄 河北德泉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河北德泉大药房（省二院店） 石家庄市新华区九中街 8号-3 号商业楼

74

北京 北京

北京祥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祥安堂大药房（磁器口店） 北京市东城区磁器口大街 134 号一层-1

75 北京圆心妙手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圆心妙手大药房（301 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35 号楼 1层南数第 2

间

76 北京圆心康健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圆心康健大药房（北大店）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大街 143 号 1 层

77 北京圆心新特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圆心新特大药房（协和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18 号-2 号一层

78 山西 太原 山西圆心求恩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圆心求恩大药房 山西太原市学府园区龙兴街 190 号 D 座 1007 室

79 内蒙古
呼和浩

特市
呼和浩特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圆心大药房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凯旋广

场综合楼 1层 1号

80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黑龙江圆心大药房 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 14 号

81
黑龙江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卫星

路分公司
圆心大药房（哈尔滨市二院斜对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卫星路 99 号宏伟华轩

一层 13 号商服

82 辽宁 沈阳 沈阳麦若可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麦若可大药房 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 169-4 号 1-2 门



83
沈阳麦若可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大

东路店
麦若可药房（大东路店）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 111-3 号

84
沈阳麦若可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文

萃店
麦若可药房（文萃店） 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 73 甲-4 号

85
沈阳麦若可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和

平店
麦若可药房（和平店）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224 号 331-332

86

河南

郑州

河南银星大药房有限公司 银星药房-郑州-河医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 40 号

87 郑州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郑州-五院店 郑州市红旗路广厦城市之巅 6号楼裙房

88 郑州圆心智联大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郑州-省中医学院一附

院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 16 号院 14 号

89 开封 开封圆心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开封尉氏-尉氏中心店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城关镇光明路与福星大道交

叉口南 300 米

90 商丘 商丘圆心国健医药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店-商丘市-商丘市人民医

院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香君路与平原路交叉口向东

600 米路北

91 卫辉 卫辉市圆心医药有限公司
圆心大药房-新乡卫辉-新乡一附院

店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汲水镇健康路西短路北 2号

楼 1-8（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楼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