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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公开招标议价的形式选择药品供应商，来降低药品采购成本。您在袋鼠健保指定线下网点购买部

分社保报销范围外的 OTC 药品时，可享受一定比例费用报销，为您节省购药支出。 

一、药品供应商分类 

我们经过多维度的专业对比，综合供应商资质、企业实力、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将线下网点

供应商分为甲级和乙级。 

二、药品供应商信息变更 

线下网点供应商列表及供应商网络可能在一年当中发生变更。在变更前，我们会在官方媒体平台发送通

知。建议您关注我们公众号“袋鼠健保（微信号：dsyfkf）”及官方网站“www.daishujianbao.com”

或致电袋鼠健保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1515 查询。 

三、常见问题 

1、我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网络买哪些药品可以享受报销福利？ 

答：当您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线下网点购买社保报销范围外的 OTC 药品时，可享受一定比例费用报

销，为您节省购药支出。具体药品报销范围，详见药品福利报销目录。 

2、同样的药品，在甲级药品供应商和乙级药品供应商的报销比例一样吗？ 

答：不一样。同样的药品在甲级药品供应商和乙级药品供应商二者之间的报销比例不同。具体报销比例，

详见您购买计划的福利摘要。 

3、如何查看详细的药品福利报销目录？ 

答：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袋鼠健保”进入健保服务，查看零售药房服务时即可查阅药品福利报销目录。

也可通过袋鼠健保官方网站“www.daishujianbao.com”药品目录页面下载药品福利报销目录。 

4、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网络以外的药店，购买药品福利报销目录中的药品，可以报销吗？ 

答：不可以。您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网络线下门店购买目录中的药品，即可享受报销福利。 

5、药品费应该怎么报销？需要哪些票据才能报销？ 

答：您购买药品后，请保留好您的购药清单及购药照片（照片上清晰显示药品的国药准字号），在“袋鼠

健保”微信公众号申请报销页面，上传购药清单及药品的照片或扫描件，我们会尽快进行审核。审核通过

后，费用将会直接打入您在“袋鼠健保”微信公众号的账户内。 

6、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的天猫旗舰店买的药品，可以报销吗？ 

答：不可以，在线上电商渠道购买药品的全部费用由会员自行承担。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网络线下网点

购买目录中的药品，即可享受健保计划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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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在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线下门店找不到要买的药品，怎么办？ 

答：在药品柜台无法找到您所需要的药品，建议您及时询问店员。如果出现药品缺货的情况，您可以就近

更换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的其他门店购买，同样可享受报销福利。 

8、袋鼠健保药品供应商线下门店的店员不清楚袋鼠健保报销服务怎么办？ 

答：如果店员无法解答您的相关药品报销疑问，欢迎您随时电话或在线联系袋鼠健保客服，我们很高兴为

您提供服务，客服电话 400-885-1515。 

四、甲级供应商网点分布 

以下是甲级药品供应商“天士力大药房”与“瑞澄大药房”在天津的门店分布，您可去各线下网点购买所

需药品。 

袋鼠健保甲级药品供应商网点分布（天士力大药房） 

区域 门店 门店地址 电话 

河北区 

黄纬路店 河北区黄纬路 81 号二五四医院对面 022-26266571

五马路店 河北区五马路日方里底商 022-26280425

金钟路店 河北区金钟路 125 号 022-26280450

幸福道店 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街幸福道宇萃里 1 号楼底商 022-26225360

养鱼池店 河北区养鱼池路 97 号 022-26428182

北辰区 宜白路店 北辰区宜白路 1750 号 022-60390186

红桥区 

五爱道店 红桥区丁字沽风貌里底商红桥一幼对面 022-26550336

二号路店 红桥区丁字沽二号路邮局对面 022-87748838

洪湖里店 红桥区洪湖北路天宝公寓底商 022-26532345

南开区 

广开四马路店 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20 号 022-24216522

黄河道店 南开区黄河道 340 号 022-27591617

万德庄店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 166 号 022-27450448

河西区 

围堤道店 河西区围堤道 91 号 022-28230889

南北大街店 河西区南北大街美宁公寓 3 号楼底商 022-88269682

河东区 

八纬路店 河东区八纬路伯苓大厦底商 022-24319682

大王庄店 河东区大王庄新义信里 8 号楼底商 022-24212134

大直沽店 河东区直沽街汇贤里底商 022-2415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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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健保甲级药品供应商网点分布（瑞澄大药房） 

区域 门店 门店地址 电话 

南开区 

芥园西道店 南开区芥园西里 1 号楼底商 15522609199 

广开三马路店 
南开区广开中街 112,114 号（广开中街与广开三马路交

口） 
27373018 

雅安道店 南开区咸阳路与雅安道交口南侧 2 号 27635016 

长江道店 南开区长江道 43 号天荣公寓底商 27477257 

万德庄店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书香园底商 1 号楼 4 门 1-101 27467468 

澄江路店 南开区昌宁南里 16 号楼底商 124-127 18812513484 

复康路店 南开区复康路 68 号金字里 8 号楼底商 18812513490 

欣苑路店 南开区长实道嘉泰花园 4 号楼底商博格达餐厅旁 23677885 

阳光 100 店 南开区红旗南路东南侧阳光 100 北园 12-1-102 15712237937 

时代奥城店 
南开区宾水西道与凌宾路交口西南侧时代奥城商业广场

19-1-103
83788441 

河西区 

卫津路店 河西区卫津南路 13 号 23512095 

紫金山路店 河西区紫金山路澳龙花园底商 2 号 88294027 

隆昌路店 河西区隆昌路 15 号增 6 号 28010559 

解放南路店 河西区解放南路 407 号（天津医院对面） 28243835 

南北大街店 河西区围堤道与南北大街交口海景公寓 2-5-底商 88267168 

欣水园店 河西区梅江欣水园底商 12-7 88367579 

微山路店 河西区微山路华山里地铁站旁 28157456 

枫林路店 河西区小海地珠江道枫林路 29 号（三水道菜市场旁） 28129979 

绍兴道店 
河西区绍兴道 276 号增 7 号（围堤道与绍兴道交口维多

利亚酒店对面）儿童医院站 
23373016 

河东区 

成林道店 河东区程林庄路前进楼 24592115 

成林道二店 河东区程林庄路 118 号红星公寓 1-2 号底商 84565558 

津塘路店 河东区中山门西里 4 号楼底商二宫汽车站旁 84256321 

河北区 

榆关道店 河北区榆关道 218 号榆关道地道旁 86662419 

东河沿店 河北区金明里 1 号楼底商 3 号津工超市旁 2621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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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道店 河北区王串场 28 段河北区妇产科医院对面 26464999 

增产道店 河北区增产道 414 号（屏花里 2 号底商） 26459423 

王串场五号路店 河北区富强道与五号路交口底商 26423599 

红桥区 丁字沽三号路店 红桥区咸阳北路街道劳动服务中心院内 112 号 15712237941 

西青区 

张家窝店 西青区张家窝辛老路南侧新增 22 号田丽小区旁 87980203 

宝带路店 西青区宝带路 39 号天房美域底商 87823441 

大任庄店 西青区大任庄村博文苑别墅对面 18812513483 

北辰区 

柴楼新庄园店 北辰区双街镇柴楼新庄园顺境路 5-2 号 86900816 

龙顺道店 北辰区双街新家园龙顺道 34 号-增 34 26886232 

安光店 北辰区安光村中学西道（天乐圆超市东南 50 米） 26940726 

龙岩道店 北辰区天穆镇王庄村龙岩道商铺 33 号 18920760915 

虎林路店 北辰区虎林路底商 12 号 26916969 

西堤头店 北辰区堤头镇刘快庄村杨北公路 50 号世纪百联超市旁 26567999 

津南区 金地格林店 津南区双港镇津沽路西侧格林小城橄榄园 4-底商 1 号 88561921 

五、乙级供应商网点分布 

以下是乙级药品供应商“老百姓大药房”在天津门店分布，您可去各线下网点购买所需药品。 

袋鼠健保乙级药品供应商网点分布（老百姓大药房） 

区域 门店 地址 电话 

南开区 

澄江路店 澄江路市场后昌宁里 1 楼 022-23660533

咸阳路店 西湖道 81 号（咸阳路口） 022-87610387

南开西湖道店 西湖道 41 号（近彤德莱） 022-27418004

气象台路店 气象台路东风里 022-23372268

红旗路店 黄河道雅润家园底商 022-27682561

三马路店 三马路 37 号东方商厦 1 楼 022-87389359

淦江路店 南开区淦江路 21 号底商 022-87636997

保山道店 南开区昌宁北里平房 2 号 022-23660533

通园路店 南开区水上村通园路 36 号 15712211204 



袋鼠健保全国咨询服务热线：400-885-1515 6 / 8 

南开园荫道店 南开区王顶堤街道红旗南路园荫道 4 号迎水南里 15902259758 

红旗路一店 南开区红旗路 182 附近 022-27682561

迎风道店 王顶堤迎风道 28 号 022-23688796

汾水道店 南开区汾水道 107 号 022-87605590

南开二马路店 南开区南开二马路紫光苑 5 号楼 022-27243939

黄河道店 南开区黄河道 107 号 1 层 022-27495970

南开店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 8 号 022-87389359

河北区 

革新道店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702 号 022-26439165

真理道店 河北区真理道 836 号莹津里底商 18822036275 

黄纬路店 黄纬路与中山路交口（近普乐照相馆） 022-26282152

五号路店 王串场五号路 36 号 022-26455529

赵沽里店 河北区靖江路环江里 9 号楼 30 门 1 层 022-26755223

铁东路店 宜白路华润超市旁 022-26713669

榆关道店 河北区榆关道 385 号 022-23688796

宜爽道店 河北区宜廉路与宜爽道交叉口北 50 米 022-27281212

靖江路店 河北区靖江路 14 号（幸福公园南 100 米） 022-24595222

河西区 

曲江路店 河西区小海地曲江路 16-18 号 1 层 022-26282152

华江里店 河西区东海街道泗水道人人乐店三楼 022-28153536

陵水道二店 河西区东海街道小海地双水道 14 号 022-28278609

河西店 河西区马场道气象台路凤凰城 69 号 022-23372268

大沽南路店 隆昌路东楼景兴西里 22 号底商（利民道口） 022-83656869

解放路店 解放路 488 号（金元宝服饰商厦对面） 022-25877799

珠江道店 珠江道 4 号（近天邦购物乐园） 18920076189 

陵水道店 河西区陵水路 21 号 022-88456809

河东区 

津塘路店 津塘路 52 号（近河东体育场） 022-24128988

万新村店 天山路 247 号 022-24372211

缤纷购物广场店 天山路 195 号缤纷购物广场 1 层 022-24371700

中山门二号路店 中心西道与互助道交叉口北 50 米 022-84279113

万东路店 万东路程林庄道口 022-8475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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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道店 二号桥福东北里 1 号路 6 号 B 座 022-24128988

河东八经路店 八纬路与八经路交口东 50 米 022-24128988

新环路店 新环路星光园旁 2 号 15712205260 

宫前园店 八纬路宫前园 022-24370166

一号路店 井冈山路 14 号瑞光里 6 号楼 022-26459055

富民路店 富民路滨河小区 1 层菜市场 022-27418004

晨阳道店 晨阳道 124 号 15710292881 

广宁路店 广宁路 30 号 022-84299105

劳动道店 唐口路新村 6 段 11 号楼 1 层 8 门 022-24493832

和平区 
荣安大街店 南市街荣安大街 78 号 101-105 15332082638 

宜昌道店 西康路 24-26 号 022-23374391

红桥区 

洪湖北路店 西于庄礼貌东里 10-13 门底商-102-1 022-26553987

南北大街店 南北大街云广新里 51 号底商（小围堤道口） 022-28278609

丁字沽一号路店 丁字沽一号路欧澜家园 1 层 022-26516111

本溪路店 本溪路 4 号 A 区 022-26530623

大丰路店 大丰路 93 号附近 18558929896 

团结环路店 水木天成六区 63 号 022-87785318

芥园道店 芥园道明华里 6 号楼 1 层 3 号 022-60222150

西马路店 西关大街与西马路交口西北 50 米（西关街菜市场旁） 15972188904 

北辰区 

集贤公园店 集贤道集贤公园内（果园东路口） 022-26816959

佳宁道店 佳宁道菜市场底商 022-26686391

瑞贤园店 辰通路 18822036260 

佳宁里店 辰昌路佳宁里 6 号楼 1 层 022-26659010

佳荣里店 佳荣里 1 号楼 1 层 022-26679898

佳庆道店 辰昌路人民家园社区入口处 15222349593 

瑞景西道店 瑞景街道瑞景西道 5 号 022-24158266

辰昌路店 瑞景新天地 1-1-101 022-86313170

龙泉道店 瑞景国际鞋城内 3 号 022- 24158266

东升里店 果园新村街东升里 3 号楼底商 2 门 022-2458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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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东新苑东北店 宜白路 1708 号 022-27418004

宜白路店 宜白路和均胜路交口 022-26713669

万祥胡同店 青光镇青光村万祥胡同 3 号（农村商业银行北 5 米） 18822036259 

果园北道店 中学西路与果园北道交叉口西 50 米 022-86811907

顺境路店 顺境路 101-111 号 022-26922181

天平路店 浩达公寓底商 022-24128988

东丽区 

天山南路店 天山南路 27 号 022-24371700

万隆花园店 万新街道天山南路万隆花园小区中门花园道 5 号 022-87636997

东丽广场店 津塘路新世嘉大厦 3 号楼 1-3 号 022-24970214

东城家园店 雪山路舒畅园小区 1 层底商 022-84644365

西青区 
冬云里店 西青道 219 号附近 022-87713599

侯台新村店 中北镇侯台村侯台家园 19 号楼 5 门 102 底商 022-25877799

津南区 

景茗道店 双港镇双港新家园居住区景茗道 2 号-02 综合服务楼 022-88979511

双桥河店 
双桥河路聚和园 16 号楼第一层底商（肯德基西侧 50

米） 
15712205250 

静海区 
东方红路二店 镇利安银都商业广场 1-104 022-68921060

东方红路店 东方红路长途汽车站向东 50 米（国美电器旁） 022-68921122

武清区 
王庆坨一街店 五彩号道与王庆坨绕行路交口北 150 米 022-68921060

富康小区店 建华北路 146 号附近 022-22918052

滨海新区 

广州道店 广州道与福建北路交口华蓉里 6 栋底商 18502659158 

杭州道店 杭州道时代名居 5 栋楼高层 1 层 022-25838899

营口道店 新村街道营口道 145 号 022-23374391

宁河区 

龙胤溪园店 商业道与赵园路交口东北 100 米 022-69628299

华翠小区店 金翠路华翠小区 1 号楼 101 底商 022-69583499

新华道店 芦台镇新华道 A 楼-A-6（宁河幼儿园北 10 米） 022-69583499

袋鼠健保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 12 号 

官方客服电话：400-885-1515 

微信在线服务：关注“袋鼠健保”微信公众号，联系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