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检机构列表 

城市 体检机构 地址 

北京 

爱康国宾日坛分院 朝阳日坛东路 7号 

爱康国宾丽都分院 朝阳丽都饭店 5号楼 

爱康国宾建国门分院 朝阳区建华南路 17号柏联大厦二层 

爱康国宾中关村分院 海淀区海淀北一街 2号首创拓展大厦 9层 901-906   

爱康国宾昆明湖分院 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9号 

爱康国宾燕莎东分院 朝阳区南十里居 28 号东润枫景 

爱康国宾宣武门分院 宣武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环球财讯中心 

上海 

上海元化门诊部 天山路 30号天山大厦 3楼 

上海长征医院 凤阳路 415 号住院大楼 32楼 

上海瑞金医院 瑞金二路 197 号门诊 8楼 

上海瑞金医院远洋分院 淮海中路 1174号 3楼 

上海瑞慈门诊部有限公司 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3楼 

深圳 
爱康国宾罗湖体检中心 深圳罗湖区宝安南路天地大厦 

爱康国宾南山体检中心 深圳南山区东滨路 45号汇滨广场二期裙楼 1-4楼 

江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局前街 185 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南京市长乐路 68号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323号利奥大厦 4层 

南京鼓楼医院体检中心 南京市中山北路 53号 

瑞慈体检中心 南京市广州路 101 号广海大厦 1-3F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无锡市中山路 68号 

江阴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江阴市寿山路 163 号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市三香路 1055 号 

苏州瑞慈体检中心 苏州市新区珠江路 117号创新设计制造中心 4楼 

广东 

爱康国宾天河体检中心   

爱康国宾环市东体检中心   

东莞人民医院   

东莞康华体检中心   

东莞同济医院   

东莞福华国际医疗   

惠州中心医院   

河源市人民医院   

揭阳市人民医院   

茂名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人民医院华侨城综合门诊部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   



清远市中医院   

清远广清医院   

清远市人民医院   

中山市中医院   

肇庆市中医院   

珠海市中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珠海第二人民医院   

潮州市中心医院   

汕尾市人民医院   

江门市人民医院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阳江市人民医院   

湛江医学院附属医院   

普宁人民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佛山南海中医院   

佛山五院   

云浮市人民医院   

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潮州市中心医院 潮州市环城西路 84号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体检中心 东莞市旗峰路 178 号 

东莞瑞格尔体检中心 东莞市莞城城区鸿福路 102 号 

佛山市第一医院 佛山市岭南大道北 81 号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西樵山 

慈铭健康体检中心（广州） 广州市东风东路力讯商务中心 

慈铭健康体检中心（广州） 广州市体育东路外经贸大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8医院体检中心 广州市东风东路 

广医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 广州海珠区江南大道南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河源市公园东路 31号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惠州市鹅岭北路 41号 

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东省江门市北街海傍街 23 号 

揭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天福路 107 号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茂名市为民路 101号 

梅州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梅江区黄塘路 

清远市人民医院 清远市清城区曙光二路 22号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长平路 57 号 

汕尾市人民医院 汕尾市民主广场二巷 22号 



粤北人民医院 广东省韶关市惠民南路 

顺德第一人民医院（第三门诊部） 顺德区大良 

阳江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山南路 14号 

云浮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建设北路 100号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人民大道南 57号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 174号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市悦来南路 

中山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中路 2号 

珠海市中山五院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52号 

福建 

爱康国宾口腔门诊 福州市六一北路 328 号金源花园三层 

厦门 174医院 厦门市文园路 94-96号 

180医院 泉州市北门外清源山下 

漳州一七五医院   

龙岩市人民医院   

山东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济南市解放路 105 号 

森特九华 济南市马鞍山路 2号（南郊宾馆院内） 

山东齐鲁医院 济南市文化西路 107 号 

烟台山医院 烟台市解放路 91号 

烟台慈航体检中心 烟台市南大街 96-3002号 

青岛康华体检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3号 

青岛疗养院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风景区太平角一路二号 

博众健康体检中心 
盼盼路与三线的交汇处永盛大厦一楼永江城市花园南，怡盛园

北 

辽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5号 

沈阳大健康体检中心和平分院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2号中山秀景 

沈阳大健康体检中心沈河分院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73号 

沈阳大健康体检中心铁西分院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 64号 

大连大健康体检中心中山解放路综合门诊

部 
大连市中山区桃源街友谊美邻广场四楼 

大连市友谊医院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 8号 

大连市慈铭体检中心 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 233号 

四川 

爱康国宾外双楠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置信路 1号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德阳市美好明天健康体检中心   

浙江 

宁波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柳汀街 59号 

鄞州人民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百丈东路 251 号 

明州医院 宁波市泰安西路 168 号 

南京军区杭州陆军疗养院 杭州市杨公堤 27号 

解放军 117 医院体检中心 杭州市灵隐路 14号 

浙江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杭州市上塘路 158 号 

温州市体检中心 温州市新城大道 41号 

嘉兴浙健体检中心 嘉兴市中山西路 527号财富广场 19楼 



台州市中心医院 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999 号 

贵州 
贵阳现代女子医院 贵阳市瑞金北路 1号（新华书店旁） 

贵阳长江医院 贵阳市中华中路 137 号华联酒店后楼 

黑龙

江 

哈尔滨医大一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 199 号 

哈尔滨盛德体检中心 哈尔滨市开发区汉水路 190 号 

哈尔滨大健康体检中心 哈尔滨南岗区先锋路 284号 

牡丹江红旗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通乡路 5号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齐市富拉尔基区向阳大街 26 号 

齐齐哈尔中医院 齐齐哈尔铁锋区平安南街 140号 

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保健体检中心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保卫路 538号 

云南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体检中心（解放军 43

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大观路 212号 

维康体检中心 昆明市穿金路 134 号 

海南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十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 海南省海口龙昆南路 100号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高信健康体检中心 海口市海德路 9号现代花园 D型 1号楼四楼 

江西 

南昌长庚体检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财富广场 A802 

南昌康谷体检中心 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 28号 

南昌康桥体检中心 南昌市青山北路 818 号 

陕西 
陕西康成体检中心（东二环店） 互助路 2号建国饭店东楼 

陕西康成体检中心（南门店） 环城南路西段 48号城市郦景大厦 

重庆 
重庆西南医院 重庆市沙坪坝高滩岩正街 30 号 

万州三峡医院 重庆市万州区天台路 366号 

广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三医院 广西南宁市植物路 52 号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南宁市园湖路 2号 

内蒙

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20号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北街 1号 

呼和浩特口腔医院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锡林南路 39号  

呼和浩特九华健康体检中心 呼和浩特中山东路诚信数码大厦 5层 

河北 

河北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348号 

平安健康家园 
石家庄市槐安东路 81 号（建设大街与槐安东路交叉路口西行

400米路北 

长城体检中心 石家庄市广安大街 30-1号时代方舟 C座四层 

廊坊红十字体检中心 廊坊市广阳道广阳商场 5号楼 

唐山市健康体检中心 唐山路南区胜利路 124号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裕华西路 16号 

张家口中山医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市辖区陵园西街 

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北路 22 号 

天津 天津市美年体检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109号京燕大厦五层 



北京军区天津疗养院 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 14号 

九华健康体检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冠福大厦四层 

天津卫生局健康体检中心 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3楼 

天津泰达心血管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 358号 

山西 

山西省人民医院 太原市双塔寺东街 26 号 

大健康体检中心 太原市双塔东街 124 号山西省人民医院对面闻汇大厦旁 

山西和谐健康体检医院 太原市旱西关 10号 

临汾市查体中心 临汾市平阳北街 101 号 

现代医院体检中心 大同市新胜东街 51号 

河南 

商丘第一人民医院 商丘市凯旋南路 292 号 

开封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开封市河道街 85号 

濮阳油田总医院 濮阳市大庆路 341 号 

濮阳人民医院 濮阳市胜利西路 189 号 

鹤壁京立医院 鹤壁市淇滨大道 200 号 

焦作解放军 91中心医院 焦作市工业路东段 239号 

安阳第三人民医院 安阳市东风路 45号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市中州中路 288 号 

周口市体检中心 周口市人民路东段 13 号 

信阳市中心医院 信阳市四一路 1号 

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人民东路 54号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华佗路 30号 

济源市人民医院 济源市健康路 58号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济源市沁园路 100 号 

平顶山第二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曙光街 49号 

三门峡中心医院 三门峡市崤山路 

郑州仁人体检中心 郑州市红专路 128 号 

河南省军区直属医院体检科 郑州市金水路 18号附 5号 

吉林 

吉林大健康体检中心丰满分院 吉林市高新区滨江路紫光秀苑 4号楼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长春市新民大街 261 

长春大健康体检中心 长春市南关区解放大路 438 号盛荣大厦 5楼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体

检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体

检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277 号 

武汉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 375 号 

慈铭体检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喻路 540 号湖北证监大厦 3-4层 

陆军总医院体检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 299号 

武汉盛世天爱健康体检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276 号 

安徽 

武警安徽总队医院体检中心 合肥市金寨路 276 号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 合肥市环湖东路 111 号（西二环植物园路口）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市绩溪路 218 号 

宁夏 博尚体验中心 银川市清和北街 9号耀康大厦六楼 



新疆 
乌鲁木齐市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 
乌鲁木齐市天池路 9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