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体检合作单位列表

机构 店名 地址

大连

大连

大连星海二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92 号

大连星海一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90 号

付家庄精品店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滨海西路 63-8 号

湖北

武汉市

汉口分院 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竹叶山 107 号花桥大厦 1-3 层

汉阳分院 汉阳区龙阳大道 25 号汉江阳光城 1-2 层

武汉武昌分院 中北路 108 号广泽中心 4层

武汉硚口分院 硚口区解放大道 578 号中御广场 2层

大冶市 大冶分院 大冶市梦湖书苑三楼

十堰市 十堰分院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天津路 88 号大洋五洲中央广场 2F

襄阳 襄阳分院 襄阳市樊城区大庆西路 31 号九悦天城商业裙楼三楼

辽宁

沈阳

沈阳沈河分院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73 号（格林豪森南侧）

沈阳铁西分院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 64 号（荣富饭店南侧）

沈阳浑南分院 沈阳市浑南新区沈营路 9-2 号

沈阳皇姑分院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32 号（居然之家旁）

沈阳和平分院 和平区胜利南街南七马路 1号（东北汽贸中心对面）

辽阳 辽阳江北分院 辽阳市宏伟区南环街 23151 号

锦州 锦州分院 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三段 19-103 号

鞍山 鞍山分院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千华悦城小区一至四层

丹东 丹东分院 丹东市元宝区平安街 21 号（东升御景苑）

营口 营口分院 营口市金牛山大街西 30 号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桥西分院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75 号

唐山 唐山分院 唐山市高新区大学东道世纪龙庭 A区底商 A22 号（龙泉中学东侧）

北京

北京

北京西直门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5-6

北京东四分院(美年

中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96 号瀚海科技大厦 B座

北京金融街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11 号湘西大厦 6层（旁边是加油站）。

北京大望路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5 号外企大厦 B座 5 层

北京酒仙桥分院

北京宣武门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0 号海格国际酒店 3层 301-302

北京太阳宫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半岛国际公寓 12 号楼底商

河南



郑州
郑州金水分院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南街同乐路往南 50 米路东

郑州中州分院 郑州市金水区北三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山顶大厦写字楼

许昌 许昌分院
许昌市东城区许洲路与学府街交叉口空港新城小区11号楼C07-2(许昌高铁

站对面，航站楼西邻)

洛阳
洛阳高新分院 洛阳市滨河北路与海棠路交叉口

洛阳西工分院 洛阳市西工区解放与九都路交叉 香榭里阳光四楼

南阳 南阳分院 南阳市范蠡路与仲景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路南

安阳 安阳分院 福泉街跟朝阳路交叉口东北角

开封 开封分院 开封市黄河路南段锦豪丽苑三楼

漯河 漯河分院 漯河市源汇区嵩山路预湘江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乡 新乡分院 新乡市红旗区新一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向南 150 米路西

周口 周口分院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周商大道，法姬娜对面路西 100 米

安徽

合肥 合肥分院 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与潜山路交口新城国际 A座 2306 室

蚌埠 蚌埠慈铭体检 蚌埠市龙之湖区广场西路 19 号 5层（安德数码广场 1号门旁）

亳州 汇畅健优亳州分院 安徽省亳州市芍花路 188 号帝都大厦 6楼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道外分院 道外区南直路 359 号

哈尔滨南岗分院 南岗区五瑞街 40 号

山东

济南
济南历下分院 解放东路 71 号

济南明湖分院 天桥区北坦大街五号

临沂

临沂分院 商城路与陶然路交汇处（巧克丽都小区沿街楼）

临沂万兴都分院
兰山区涑河南街三号，万兴都二号楼（沂蒙路与涑河南街交汇处东 150 米路

北，鳯门入口处）

济宁 济宁分院 山东省济宁市洸河西路开泰花园小区南门西沿街商务楼 3号楼

泰安 泰安分院 泰安市御碑楼路 67 号

滕州 滕州分院 山东省滕州市北辛街道小清河北岸（农行西邻）

威海 威海分院 威海市环翠区古寨西路 206 号

烟台
福田分院 烟台市芝罘区大马路 128 号

开发区分院 烟台市开发区金沙江路 163 号

江苏

南京
南京鼓楼分院 南京市中山北路 49 号机械大厦 1-4 楼

南京张府园分院 建邺路 98 号鸿信大厦 2楼

南通 南通分院 南通市工农南路 156 号鑫乾广场 3楼

泰州市

泰州市美年大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南通路门

诊部

泰州市海陵区南通路 298 号

无锡 建筑路分店 无锡滨湖区建筑路 400 号



无锡 马山疗养院 无锡马山檀溪 1号

苏州

苏州
苏州相城分院 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 1539 号德诚广场 1-2 层（相城大道与嘉元路交界处）

苏州东环分院 苏州东环路 1500 号现代创展大厦 5层

四川

成都

成都武侯分院 武侯区浆洗街 27 号天亿大厦 1-2 层

成都星辉分院 金牛区星辉西路 12 号

成都金牛分院 金牛区金沙路 15 号 2层

成都凯尔分院 二环路南四段 36 号附 3 号

成都高新分院 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1栋 1层

成都天府三街分院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花样年福年广场T1写字楼3楼(装修中

暂不能提供体检服务)

绵阳 绵阳分院 长虹大道中段 51 号

陕西

西安

西安碑林分院 西安市碑林区友谊东路 436 号紫晶大厦西区

西安建国分院 西安市碑林区互助路立交旁互助路 2号建国饭店东楼

西安高新分院 西安市高新区二环南路西段 154 号易和蓝钻

西安南门分院 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西段 48 号城市郦景大厦

汉中 汉中分院 汉中市汉台区南团结街滨江佳园

福建

福州 福州分院 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 11 号南星商城 A楼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分院 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云鼎商业中心一层 22 号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分院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工贸大厦 C座底商

包头市
包头市美年大健康艾

普托综合门诊部
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 35 号地久商务大厦

通辽 通辽分院 内蒙古省通辽市科尔沁区凤凰山大街与长胜路交汇处北 50 米

吉林

长春
长春南关分院 长春市南关区解放大路 738 号

长春朝阳分院 长春市朝阳区建设街 888 号

延边 延边白山分院 延吉市长白山西路 5769 号（近金达莱广场西侧）

吉林
吉林丰满分院 吉林市丰满区世纪广场博物馆对面园林综合楼 1-2 楼

吉林昌邑分院 吉林市昌邑区通谭大路 17 号

松原 松原分院 松原市宁江区锦江大街 330 号

江西

南昌

南昌长庚分院 南昌市阳明东路 71 号金涛国际花园 3F

南昌京东分院 南昌市京东大道 777 号东城宾馆 1F

南昌泰安分院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翠林路 68 号



浙江

杭州
杭州延安路分院 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408 号浙江二轻大厦三楼

杭州滨江分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143 号江南星座 2幢 2单元 3-4 层

衢州市
衢州市美年大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西城医院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中大道 39 号中央商务广场 3栋

山西

太原

太原迎泽分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寺街 124 号

太原王村南街分院 太原市小店区王村南街 56 号(装修中暂不能提供体检服务)

太原长风分院 太原市迎泽区长风街与建设路交叉口东风佳苑 698 号一层

太原漪汾分院 太原市万柏林区漪汾街 26 号麦特摩尔大厦五层

运城市
运城市美年大健康禹

都大道门诊部
运城市禹都大道 218 号

广东

广州
广州珠江新城分院 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86 号高德汇 2座 3 楼

广州天河东路分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153 号富海商业中心 1-2 楼

东莞市 东莞分院 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黄金花园金裕楼一层二层

佛山市 佛山分院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 15 号绿地中心三座三、四楼

中山市
中山美年大健康兴中

分院
中山市南基路兴中广场 A座 6-7 楼

珠海市

珠海美年大健康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湾仔门

诊部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3007 号

重庆

重庆 江北分院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6号 9 栋（巴蜀城公交车站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