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复星凯特阿基仑赛注射液使用培训和认证的 

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所在省
市区 

治疗中心名称 治疗中心地址 

1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 197 号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180 号 

3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4333 号 

4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 389 号 

5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168 号 

6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台路 1800 号 

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665 号 

8 

北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2 号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49 号 

10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1号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帅府园 1号 

1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西直门院区） 

北京市海淀区昌平路南段 36 号 1号楼（海淀院区）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第一医学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8号（第五医学中心南院区） 

1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 168 号 

15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2 号 

16 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 1 号 

17 

浙江 

浙江省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东路 1 号 

1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511 号 

19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上蔡村 

2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79 号（庆春院区）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1367 号（余杭院区） 

杭州市西湖区梧桐路 366 号（之江院区） 

杭州市上城区城站路 58 号（城站院区） 

21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251 号 

2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东路 3 号 

23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158 号 

24 

江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 188 号 

25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300 号 

26 江苏省肿瘤医院 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 42 号 

27 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上河街 166号 

28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 99 号 

29 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本院）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 321 号 

30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1055 号 

31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253 号 

32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651 号 

33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 1 号 

34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 123 号（惠福分院）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106 号（本院） 

3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 1838 号 

36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81 号 

37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120 号 

38 

天津 

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路 

39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

研究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88 号 

40 

安徽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 合肥市蜀山区环湖东路 107 号 

41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 218 号 

42 安徽省立医院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 17 号（总院）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 号（南区） 

43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市思明区上古街 10 号 

44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 号 

45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新权路 29 号 

46 

山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07 号 

47 山东省肿瘤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440 号 

48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青岛市黄岛区五台山路 1677 号（黄岛院区） 

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市南院区） 

49 山东省立医院 济南市槐荫区经五纬七路 324 号 

50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 5 号 

51 甘肃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兰州市城关区萃英门 82 号 

52 黑龙江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49 号 

53 
辽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7 号 

54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55 号 

55 吉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白球恩第一医院） 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大街 1 号 

56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市裕华区天山大街 169 号 

57 
河南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 127 号 

58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 43 号 

59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095 号（主院区） 

武汉市蔡甸区新天大道 288 号（中法新城院区）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501 号（光谷院区） 

6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77 号 

61 

湖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87 号 

62 湖南省肿瘤医院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283 号 

63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 139 号 

64 
江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市南昌县东岳大道 1519 号（象湖院区） 

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 17号（东湖院区） 

65 江西省肿瘤医院（南昌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519 号 

66 山西 山西省肿瘤医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街 3 号 

67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西路 277 号 

68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西

京医院） 
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 127 号 

69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 157 号 

70 
四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国学巷 37 号 

71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32 号 

72 

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83 号 

73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 1号 

74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

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30 号 

75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 号 

76 

云南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 157 号 

77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大观路 212 号 

78 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 519 号 

79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南路 137号 

80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6号 

81 
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南宁市青秀区河堤路 71 号 

 

（以上信息截至：2022年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