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门店 地址
1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公主坟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1层
2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阜通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605号楼1层128.129.130
3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金融街门诊 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金宸国际公寓2号楼2单元303
4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劲松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农光里21号楼南3号楼
5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金台路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10号楼1至3层105
6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青年路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青年汇一号地106号楼
7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拜博总院 北京市东城区祁年大街18号院4号楼
8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望京西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湖光中街南湖西园216号楼2层
9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呼家楼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紫荆豪庭A座底商拜博口腔
10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知春路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大钟寺东路白塔庵汉荣家园一号楼一层及二层
11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观巢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122号
12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永定路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乙1号院3号楼临街底商乙1-30号
13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融科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B座二层
14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烟树园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老营房路烟树园小区南门甲一号楼底商
15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樱花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1号
16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东城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豆瓣胡同2号楼底商2-3
17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爱登门诊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975号2楼
18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奥华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1层4、5室
1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柏尔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1275号201-207室
20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宝尔门诊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272号6层
21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博尔门诊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338号主楼三楼3F-1
22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昌仁医院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18号港陆广场4楼、5楼、6楼
23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昌森门诊 上海静安区康定路1469号1、2层
24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达尔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3439弄25-29号（单号）一楼、二楼
25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广尔门诊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L424B号单元
26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皓星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27号102-A室
27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虹尔门诊 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280弄17号B1-07、B1-09
28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吉尔门诊 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288号309/310
2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金尔门诊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918号百盛购物中心4楼
30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静尔门诊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68号晶品大厦05-13/05-13A
31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康尔门诊 宝山区共和新路5000弄5号绿地风尚广场三楼306、307
32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康乾门诊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510号-514号2、3楼
33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拜博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89号天山百盛三楼B座357商铺
34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乐尔门诊 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63号丰盛创建大厦2层202单元
35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丽德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52号101、201室
36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六和门诊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1192号乙、1194号、1194号甲、1194号乙
37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龙尔门诊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广场（B）4层12号
38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美科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33号广场大厦1楼(近荣华西路)
3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南尔门诊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366号
40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浦尔门诊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9号404、406、407室
41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荣尔门诊 上海市寿阳路99弄17、18、29号2层S202室
42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瑞吉尔门诊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596号正大乐城116、117号
43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松尔门诊 松江区光星路1572号第一、二层
44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万尔门诊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988弄虹桥万科中心商场2层T2-203-205号单元
45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翔尔门诊 杨浦区翔殷路1088号凯迪金融大厦2层01室
46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星尔门诊 上海市中山北路3300号上海环球港内地上四层L4157-L4159号
47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悦尔门诊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白银路288弄77号501室
48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喆尔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梅花路1099号221、222室
4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拜尔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五层5025-5033室（单号）
50 广州 泰康拜博口腔广州东圃门诊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雅怡街52号2楼
51 广州 泰康拜博口腔广州惠尔门诊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4号
52 广州 泰康拜博口腔广州协贤门诊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78号帝都大厦4楼
53 广州 泰康拜博口腔广州成康门诊 广州市天河北路613号鸿翔大厦2楼
54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车公庙门诊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西喜年中心A座2501-2508室
55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华强北门诊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38号群星广场裙楼五、六楼。
56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科技园门诊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化广场三楼
57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布吉门诊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都汇大厦
58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上川门诊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前进路西侧与新安三路交汇处雅然居1栋124
59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国贸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国商大厦北座东部商场（二楼）
60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园岭门诊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路2061号南国大厦拜博口腔医院1-2楼
61 东莞 泰康拜博口腔东莞东城门诊 东莞市东城街道岗贝世博广场H区1102、1103
62 东莞 泰康拜博口腔东莞黄江门诊 东莞市黄江镇环城路棕榈泉小区25号铺
63 东莞 泰康拜博口腔东莞南城门诊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西路82号腾龙商务中心505室
64 东莞 泰康拜博口腔东莞长安门诊 东莞市长安镇长盛社区荣昌街5号
65 佛山 泰康拜博口腔佛山南海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50号第二、八层
66 杭州 泰康拜博口腔杭州德力西门诊 杭州西湖区学院路28号德力西大厦一号楼二楼
67 杭州 泰康拜博口腔杭州环城北路医院 杭州下城区环城北路139号
68 杭州 泰康拜博口腔杭州萧山门诊 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金鸡路539、541、543、545号
69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两江新区门诊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19号C栋4楼
70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北碚医院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路7号附9号
71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大渡口门诊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88号（壹街购物中心A区第209栋高层第1F01号商铺）
72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大坪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支路25号附1号1层、4-6层
73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江北门诊 重庆市江北区西环路8号、小苑路9号裙楼部分（朗晴广场2楼施工号：3、5至7、27至33、35至39号商铺）
74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九龙坡医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特5号
75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南岸区诊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珊瑚路4号1栋4层11号、12号、14号、15号
76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沙坪坝门诊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9号三峡广场大厦三楼
77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永川医院 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大道219号十里棠香219-7/219-8
78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綦江医院 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九龙社区九龙幼儿园底楼
79 海南 泰康拜博口腔海口拜博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龙昆南路5号（白坡里公交车站）
80 海南 泰康拜博口腔海口种植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105号（省彩票中心旁）
81 海南 泰康拜博口腔三亚拜博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河西路106号(黎客国际酒店旁)
82 合肥 泰康拜博口腔合肥黄山路门诊 合肥市黄山路鸿诚大厦109号
83 合肥 泰康拜博口腔合肥马鞍山路医院 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珠光花园商办楼

84 合肥 泰康拜博口腔合肥银泰城分院 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778号华邦世贸中心裙房商铺232-2-3号
85 河北 泰康拜博口腔唐山爱琴海门诊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卫国路与北新道交叉口凤城国贸三层320b3号
86 河南 泰康拜博口腔洛阳景华路门诊 河南省洛阳市景华路与长安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
87 河源 泰康拜博口腔河源东华医院 河源市区红星路南东华路西C栋西第9-10卡
88 湖北 泰康拜博口腔随州舜井大道医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舜井大道香港街太古楼117号
89 吉林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二道门诊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晨宇小区1幢1单元111号房
90 济南 泰康拜博口腔济南贝斯特医院 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1771号
91 济南 泰康拜博口腔济南历下医院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5-1号
92 江苏 泰康拜博口腔昆山拜博门诊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1439号（共青A区东面）
93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宝善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52号8、9楼
94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金江门诊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金江小区6号地块独商6幢1-3层商铺6-41室



95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新迎门诊 昆明市盘龙区新迎小区新兴路408号附8号
96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仁义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江东和谐商城4楼/红兴路与红园路交叉口
97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爱琴海门诊 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448号爱情海购物公园6层F6008号商铺
98 眉山 泰康拜博口腔眉山业丰门诊 彭祖大道一段373号
99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八一门诊 南昌市八一大道365号艺术剧院后门 
100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红谷滩医院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725号洪城时代广场1栋1-3层 
101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尚东医院 南昌市青山湖区尚东大道17~18号
102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西湖门诊 南昌市解放西路26号天佑国际公寓1号楼
103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牙得安门诊 南昌市象山北路371号
104 南山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康乐诊所 南山区南山大道与学府路口康乐大厦裙楼K3005-1
105 宁波 泰康拜博口腔宁波江北医院 宁波市江北区槐树路56、58、60号，钻石商业广场1号21幢
106 宁波 泰康拜博口腔宁波海曙门诊 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48,50,52号
107 青岛 泰康拜博口腔青岛黄岛门诊 青岛开发区香江路20号
108 青岛 泰康拜博口腔青岛市南门诊 青岛市山东路17号海信创业中心
109 陕西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木塔寨门诊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永阳一坊191号木塔新街B区B-214

110 沈阳 泰康拜博口腔沈阳北站门诊 北站路迎宾街32号
111 沈阳 泰康拜博口腔沈阳大东门诊 大什字街64号
112 嵊州 泰康拜博口腔嵊州鹿山门诊 嵊州市鹿山街道长春路128-5号
113 四川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来福士门诊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3号4层03号
114 四川 泰康拜博口腔德阳永华门诊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泰山南路一段34号贵兰商务楼
115 苏州 泰康拜博口腔苏州玲珑诊所 苏州工业园区玲珑街58号玲珑邻里中心2楼
116 台州 泰康拜博口腔台州椒江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工人东路229号
117 泰州 泰康拜博口腔泰州拜博医院 泰州市凤凰东路99号A
118 唐山 泰康拜博口腔唐山鹭港门诊 唐山市路北区凤凰世嘉305楼底商1号2号
119 天津 泰康拜博口腔天津和平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大街与清和大街交口拜博口腔医院
120 温州 泰康拜博口腔温州拜博医院 温州市解放街香港大厦201-204号
121 无锡 泰康拜博口腔无锡崇安寺门诊 无锡市中山路328号T12时尚购物广场5F
122 无锡 泰康拜博口腔无锡拜博医院 无锡市滨湖区梁清路187-195号（单号）
123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大明宫门诊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二路北侧龙湖枫香庭7幢1单元1-4层
124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未央门诊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五路26号海荣豪佳花园15幢1单元10101室
125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亚美门诊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九路凤城九号第五幢30101号房
126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亚泰门诊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80号盛龙广场室外步行街1W1020号、2W1019-2W1021号商铺
127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科技路门诊 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195号世纪颐园第2幢2层10204室
128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赛格门诊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123号赛格国际购物中心18层1802室
129 宜春 泰康拜博口腔宜春拜博医院 宜春北路888号
130 义乌 泰康拜博口腔义乌稠城门诊 义乌市稠州北路516号
131 云峰 泰康拜博口腔沈阳铁西门诊 云峰北街33号
132 云南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西城时代门诊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2589号西城时代二期3a幢5楼
133 云南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国贸路门诊 云南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关山国贸路万裕家园-昆明四季华庭C号一层
134 云南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世纪城门诊 云南官渡区金源大道世纪金源购物中心C区二层
135 云南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度假区门诊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954号摩根道商业中心10栋103B111号
136 云南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梁源门诊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丽苑路182号与昆州路交叉口/西山区政府广场旁
137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绿园门诊 长春市绿园区星宇小区北斗园1号楼105室
138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高新门诊 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超凡大街恒盛豪庭长春小区C区1期C-S17幢
139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红旗门诊 长春市朝阳区富锦路10-16号111号房
140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经开门诊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临河街以东、浦东路以南万龙浦东明珠公寓A幢103号房
141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净月门诊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力旺塞歌维亚小区  永辉超市旁 
142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开运门诊 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与宽平大桥交汇2018号 洛城广场旁(地利生鲜)
143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汽车厂门诊 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一汽13、14B街区天茂泊林丽郡44幢101、102号房
144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西安大路门诊 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58号（吉发广场B座1358号房）
145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亚泰门诊 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中环12区42号楼
146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临河街总院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河街157号
147 长沙 泰康拜博口腔长沙蔡锷路医院 长沙市芙蓉区蔡锷南路48号天心华庭1-2层
148 长沙 泰康拜博口腔长沙雨花亭门诊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526号云鼎公馆101，201房
149 镇江 泰康拜博口腔镇江润州门诊 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26号领诚广场A座4楼
150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郑州紫荆山路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紫荆山路9号1,2层
151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郑州农业路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71号东配楼1-3层
152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郑州惠济门诊 郑州南阳路宋寨南街交叉口博金商贸城7楼
153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郑州金水门诊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
154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二七拜尔澳华口腔门诊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淮河路交叉口东南角
155 中山 泰康拜博口腔沈阳和平门诊 中山路90号
156 舟山 泰康拜博口腔舟山定海医院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112-6号
157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拱北门诊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南配楼2层A2
158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华发门诊 珠海市珠海大道8号华发商都4号楼1、2层A101b、A201、A202号房屋
159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柠溪门诊 珠海市柠溪路387号环卫大厦B区商铺（345、347、349/351号）和二楼
160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拜博医院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46号（翠宝大厦一栋）
161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口岸诊所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03号（B1层5号）珠海口岸购物广场B1层G1110号
162 常熟 泰康拜博口腔常熟珠江路门诊 常熟市珠江路176号裕坤国贸酒店旁
163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金牛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四段164号
164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武侯门诊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五号一栋二楼1号附2号
165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锦江门诊 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485号3栋-1层787号
166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蜀光门诊 成都市金牛区蜀光路1号8栋2层1号
167 大理 泰康拜博口腔大理下关医院 大理市下关关平路29号
168 大连 泰康拜博口腔大连杏林街门诊 大连市中山区杏林街27-2号
169 大连 泰康拜博口腔大连友好路医院 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219、221、223号
170 大连 泰康拜博口腔大连高新区门诊 大连市甘井子区黄浦路526-586号志恒动漫大厦10轴-15轴的1-2层
171 大连 泰康拜博口腔大连五一路门诊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49号
172 福建 泰康拜博口腔厦门鹭集门诊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