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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委属（管）有关单位： 

2018年 12月-2019年 11月,我委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

省医院评审领导小组有关要求，组织各市对全省 85家达到评审

条件的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中医骨伤、中医专科）医院进行

了现场评审。根据现场评审结果，综合不定期检查和周期性评

审情况，经各市和省中医医院评审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并报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延续济南市历城区中医医院等 81家中医

医院“二级甲等中医医院”资质，确定枣庄市薛城区中医院等 4

家中医医院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现将医院名称及编号（见附

件）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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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医医院要坚持和突出中医药特色，进一步加强医院

管理，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保障医疗安全，为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作出应有贡献。 

附件：山东省 85家二级中医医院名单 

 山东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2020年 3月 20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3 — 

附件 

 

85  

 
医院名称 医院类别 评定等级 编号 

济南市历城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3 

济南市长清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1 

济南市济阳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4 

平阴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2 

商河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5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8 

平度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9 

莱西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07 

青岛城阳古镇正骨医院 专科 二级甲等 ZKEJ515010 

淄博市张店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1 

淄博市淄川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3 

淄博市博山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0 

淄博市临淄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2 

桓台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5 

高青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1 

沂源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4 

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6 

枣庄市台儿庄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7 

枣庄市薛城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9 

东营市河口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9 

广饶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18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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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5 

龙口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3 

招远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2 

栖霞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1 

海阳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3 

寿光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6 

昌乐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515028 

临朐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0 

青州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1 

安丘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9 

高密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27 

济宁骨伤医院 专科 二级甲等 ZKEJ415041 

济宁市兖州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3 

泗水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7 

邹城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4 

微山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0 

鱼台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9 

金乡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8 

嘉祥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6 

汶上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35 

梁山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2 

泰安市中医二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3 

宁阳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5 

东平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4 

乳山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6 

五莲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7 

临沭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2 

兰陵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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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阴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3 

费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9 

沂南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48 

莒南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0 

宁津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5 

乐陵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1 

德州市陵城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7 

禹城市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9 

德州联合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4 

临邑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6 

夏津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58 

齐河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0 

武城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2 

平原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90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4 

临清市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7 

冠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4 

莘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3 

阳谷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5 

东阿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91 

聊城市茌平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86 

高唐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5 

博兴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8 

无棣县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9 

滨州市沾化区中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7 

阳信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66 

滨州华海白癜风医院 专科 二级甲等 ZKEJ515088 

菏泽市牡丹区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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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3 

巨野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5 

郓城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1 

成武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8 

东明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4 

鄄城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6 

单县中医医院 中医 二级甲等 ZYEJ415072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3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