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 体检中心级别 体检中心 地址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安华桥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12号(原北三环宾馆)1-3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丽都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丽都维景酒店商业楼5号3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酒仙桥分院 北京朝阳区南十里居28号东润枫景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磁器口分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6号珍贝大厦2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宣武门分院 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M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亚运村慧忠北里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西侧慧忠京师科技大厦2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西直门分院4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D座4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中关村方正国际大厦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2号方正国际大厦2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郡王府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21号郡王府，朝阳公园桥西北角（郡王府体育中心）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总部基地分院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区31号楼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知春路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D座三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白石桥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2号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B座6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建国门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建华南路17号现代柏联大厦2层；南邻通惠河北路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西直门分院5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D座5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白云路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甲5号院1号楼二层

北京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顺平分院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南法信镇顺捷大厦A座二层203室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宣武门分院VIP部 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2层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磁器口分院VIP部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6号珍贝大厦2层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白云路分院VIP部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甲5号院1号楼二层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总部基地分院VIP部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区31号楼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西直门分院VIP部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D座4层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亚运村慧忠北里分院VIP部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西侧慧忠京师科技大厦2层

北京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北京郡王府分院VIP部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21号郡王府，朝阳公园桥西北角（郡王府体育中心）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中山公园南延安西路分院 上海长宁区定西路1018号3层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上海元化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0号（天山大厦）3层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曹家渡一品分院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1437号（鑫康苑）2层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陆家嘴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900号金桃大厦1-2层（源深体育场北）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西藏南路老西门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770号（安基大厦）裙楼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浦东八佰伴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大厦）6楼西区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五角场万达广场分院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36号万达广场B座5层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中环一品分院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288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4层B区

上海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外滩延安东路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江西南路29号工商联大厦2层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曹家渡一品分院VIP部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1437号（鑫康苑）2层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外滩延安东路分院VIP部 上海市黄浦区江西南路29号工商联大厦2层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中山公园南延安西路分院VIP部 上海长宁区定西路1018号3层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陆家嘴分院VIP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900号金桃大厦1层（源深体育场北）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西藏南路老西门分院VIP部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770号（安基大厦）裙楼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五角场万达广场分院VIP部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36号万达广场B座6层

上海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上海浦东八佰伴分院VIP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大厦）6楼西区

东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东莞南城财富广场分院 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2号财富广场2楼

广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天河华港花园分院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东方一路20-24号华港花园3层（BRT华景新城站）

广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环市东分院三层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96号广发花园大厦3层（国宾健康检查中心）

广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花城大道南天广场分院五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7号南天广场商务中心5层（南天珠宝世界）

广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林和西中泰分院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中泰国际广场商场5层

广州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花城大道南天广场分院三层VIP部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7号南天国际商务中心3层（南天珠宝世界）

广州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广州环市东分院二层VIP部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96号广发花园2层（动物园南门站）

深圳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福田分院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北彩田路东交汇处联合广场裙楼B座201、203

除北上广深外，部分个别门店如无体检套餐内某个项目，将会换成等值或检测意义相近的体检项目。



深圳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科技园科兴分院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学园东门B座3单元3A层（荣粤酒家正门左侧电梯上）

深圳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华强分院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圳国际文化大厦4层

深圳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罗湖分院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44号天地大厦1层3层

深圳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科技园科兴分院VIP部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学园东门B座3单元3A层（荣粤酒家正门左侧电梯上）

深圳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罗湖分院VIP部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44号天地大厦1层3层

深圳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福田分院VIP部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北彩田路东交汇处联合广场裙楼B座201、203

深圳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深圳华强分院VIP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圳国际文化大厦4层

佛山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佛山禅城分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115号一座二至三层

佛山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佛山禅城分院VIP部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115号一座二至三层

天津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南马路悦府广场分院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口中粮广场6层

天津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围堤道峰汇广场分院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103号峰汇广场B座5层

天津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六纬路东润名邸分院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大直沽八号路交口东润大厦4层

天津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南京路吉利大厦分院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09号吉利大厦9层

天津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南马路悦府广场分院VIP部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口中粮广场7层

天津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天津南京路吉利大厦分院VIP部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09号吉利大厦9层

重庆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重庆沙坪坝区分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南街60号

重庆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重庆龙湖源著欣康分院 重庆市江北区福康路25号龙湖.源著天街6楼

重庆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重庆黄泥磅揽胜国际分院 重庆市渝北区洋河东路长安丽都揽胜国际广场2层

重庆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重庆黄泥磅分院VIP部 重庆市渝北区洋河东路1号长安丽都揽胜国际广场二层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骡马市分院 成都市青羊区青龙大街18号罗马国际大厦4楼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红照壁航天科技分院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一段新光华街7号航天科技大厦5层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龙泉百悦国际中心分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金桉路88号百悦国际中心8-9楼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城南分院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8号新希望国际C座3楼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外双楠分院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置信路1号置信逸都城5层

成都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高新分院 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高新国际广场D座3层

成都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城南分院VIP部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8号新希望国际C座3楼

成都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骡马市分院VIP部 成都市青羊区青龙大街18号罗马国际大厦4楼

成都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成都红照壁航天科技分院VIP部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一段新光华街7号航天科技大厦5层

杭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杭州钱江世纪城广孚中心分院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广孚联合国际中心裙楼2楼

杭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杭州滨江江南大道分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裙楼2层

杭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杭州西溪分院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18号西溪创意大厦1-2层

杭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杭州文晖分院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08号浙江出版物资大厦2层

杭州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杭州文晖分院VIP部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08号浙江出版物资大厦1楼

苏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苏州高新分院 苏州高新区运河路77号乐嘉汇商务广场2幢101

苏州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苏州东环分院 苏州工业园区东环路1408号东环时代广场商业裙楼2层

苏州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苏州东环分院VIP部 苏州工业园区东环路1408号东环时代广场商业裙楼1层

苏州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苏州高新分院VIP部 苏州高新区运河路77号乐嘉汇商务广场2幢101

武汉市 普通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武汉金墩分院 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二路59号海马中心写字楼商业裙楼三层

武汉市 VIP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武汉金墩分院VIP部 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二路59号海马中心写字楼商业裙楼三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