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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华合作培训医院联盟名录 
（该项目于 2017 年 7 月启动，更多合作培训医院名单会陆续更新。） 

序号 单位名称 省（市） 市、县 

1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 

2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 北京 —— 

3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 —— 

4  北京门头沟龙泉医院 北京 ——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 ——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 北京 —— 

7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 

8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 

9  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 北京 —— 

10  北京怡宁医院 北京 —— 

11  北京华佑医院 北京 ——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北京 —— 

13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北京 —— 

14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 —— 

15  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 

16  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 

17  上海礼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 



                                                                       

美利华在线健康大学          网  站：www.mhealthu.com  
         Meilihua eHealth University         公众号：美利华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4000-218-718 
美中心理文化学会 （美国）      北京美利华医学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8  华佑上海医院 上海 —— 

19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华东精神卫生康复中心 上海 —— 

2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 石家庄 

21  邯郸市第一医院 河北 邯郸 

22  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 河北 秦皇岛 

23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24  磁县高臾精神病医院 河北 邯郸 

25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 衡水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 河北 承德 

27  唐山市人民医院 河北 唐山 

28  唐山市工人医院 河北 唐山 

29  滦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 唐山 

30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 沧州 

31  华北石油精神康复医院 河北 沧州 

32  沧州安定医院 河北 沧州 

33  河北省荣军医院 河北 保定 

34  定州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 河北 定州 

35  广州市惠爱医院 广东 广州 

36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广东 广州 

37  珠海慈爱康复医院 广东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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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罗定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 罗定 

39  珠海白云康复医院 广东 珠海 

40  广东同华心理医院 广东 中山 

41  广州市萝岗区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 广州 

42  华佑广州医院 广东 广州 

43  天津市安定医院 天津 —— 

44  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潍坊 

45  青岛市市立医院 山东 青岛 

46  滕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滕州 

47  单县精神病医院 山东 菏泽 

48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山东 济宁 

49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枣庄 

50  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山东 济南 

51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山西 长治 

52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山西 阳泉 

53  运城市稷山县精神病医院 山西 运城 

54  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55  齐齐哈尔民康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56  大庆市第三医院 黑龙江 大庆 

57  伊春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 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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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伊春市第五人民医院 黑龙江 伊春 

59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60  哈尔滨慈宁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61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黑龙江 牡丹江 

62  鸡西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院 黑龙江 鸡西 

63  吉林市第六人民医院 吉林 吉林 

64  长春康林心理医院 吉林 长春 

65  长春心理医院 吉林 长春 

66  吉林市舒兰精神病医院 吉林 吉林 

67  吉林市脑康医院 吉林 吉林 

68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 吉林 

69  延边脑科医院 吉林 延边 

70  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吉林 四平 

71  沈阳市安宁医院 辽宁 沈阳 

72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沈阳 

73  华生静安医院 辽宁 沈阳 

74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辽宁 开原 

75  鞍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辽宁 鞍山 

76  辽宁市锦州市康宁医院 辽宁 锦州 

77  抚顺煤矿脑科医院 辽宁 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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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辽宁省复员军人康宁医院 辽宁 兴城 

79  阜新市细河区健馨心理医院 辽宁 阜新 

80  阜新市精神病防治院 辽宁 阜新 

81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 本溪 

82  赤峰市精神病防治院 内蒙古 赤峰 

83  赤峰市安定医院 内蒙古 赤峰 

84  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 通辽 

85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 洛阳 

86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河南 洛阳 

87  焦作市精神病院（市安康医院） 河南 焦作 

88  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 焦作 

89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 新乡 

90  鹿邑中山医院 河南 周口 

9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 陕西 宝鸡 

92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 延安 

93  商洛市中心医院 陕西 商洛 

94  西安医学院 陕西 西安 

95  华佑西安医院 陕西 西安 

96  靖边县人民医院 陕西 榆林 

97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 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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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99  乌鲁木齐市安宁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100  哈密市中心医院 新疆 哈密 

101  新疆克州人民医院 新疆 克州 

102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 兰州 

103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天水市精神卫生中心 甘肃 天水 

104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105  金昌市人民医院 甘肃 金昌 

106  武威市红十字精神病院 甘肃 武威 

107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宁医院 宁夏 银川 

108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 无锡 

10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 二医院 江苏 常州 

110  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江阴 

111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江苏 扬州 

112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江苏 徐州 

113  江苏省建湖县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市 

114  峨眉山市精神病医院 四川 峨眉山 

115  三台县精神病院 四川 三台 

116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雅安 

117  南充市身心医院 四川 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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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北川羌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北川 

119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中心 四川 成都 

120  江油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江油 

121  大竹县人民医院 四川 达州 

122  达州市民康医院 四川 达州 

123  绵竹市精神病医院 四川 绵竹 

124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绵阳 

125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 乐山 

126  成都市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127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彭州 

128  广安市精神病院（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 广安 

129  荣县精神病医院 四川 自贡 

130  华佑成都医院 四川 成都 

131  四川宝石花医院 四川 成都 

132  都江堰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都江堰 

133  重庆弗莱明医院 重庆 —— 

134  重庆市沙坪坝区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 —— 

13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学院 重庆 —— 

136  潜江市精神病医院 湖北 潜江 

137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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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武汉市新洲区精神病医院 湖北 武汉 

139  武汉东方博德精神病医院 湖北 武汉 

140  华佑武汉医院 湖北 武汉 

141  武汉馨润康精神病康复医院 湖北 武汉 

142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湖北 咸宁 

143  湖南省脑科医院 湖南 长沙 

144  宁远康乐精神病专科医院 湖南 宁远 

145  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衡阳 

146  隆回魏源医院 湖南 邵阳 

147  湖南省桃江县精神病医院 湖南 益阳 

148  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阜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安徽 阜阳 

149  寿县精神病专科医院 安徽 淮南 

150  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 广西 玉林  

151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15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153  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 广西 钦州 

154  桂林平乐县精神病医院 广西 桂林 

155  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 广西 柳州 

156  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 南昌 

157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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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鹰潭市人民医院 江西 鹰潭 

159  宜春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宜春 

160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 九江 

161  丰城市精神病医院（丰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西 宜春 

162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 

163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164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165  金沙春晖家园精神病医院 贵州 金沙 

166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福建 福州 

16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医院 福建 南平 

168  安溪县第三人民医院 福建 安溪 

169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云南 昆明 

170  云南省后所煤矿职工医院 云南 曲靖 

171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 曲靖 

172  红河州心理学会 云南 红河 

173  温州康宁集团 浙江 温州 

174  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 宁波 

175  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 浙江 义乌 

176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 

177  华佑杭州医院 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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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 海口 

179  海南博德精神病医院 海南 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