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仁和仁安享老年综合医疗保险》

体检服务手册

尊敬的投保人（以下简称为“客户”），当您购买我公司《招商仁和仁安享老年综

合医疗保险》保险产品后，我公司将为上述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在体检权益有效期内提

供以下体检增值服务：

一、 服务项目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权益次数 项目说明 适用产品

体检服务 体检服务 1次

首次投保或续保成功后的 60天（含第 60天）

内，被保险人可使用体检服务 1次

《招商仁和仁安享老

年综合医疗保险》

二、 服务申请方式

1.APP 申请及使用方式: 客户可下载并安装“招商仁和人寿 APP”，点击 APP“我的”

-->找到 “我的权益”，进行服务权益查看、申请、在线服务使用等。

2.电话申请及使用方式: 客户可拨打我公司统一客服热线 400-86-95666 进行服务咨

询和服务申请，人工服务时间:9:00-18:00。

3.微信搜索“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点击“我的”-->“健康险服务”，进行服务权

益查看、申请、在线服务使用等。

4.关注“招商仁和人寿”官微，点击“享服务”-->“健康管理”-->“我的”-->“健

康险服务”，进行服务权益查看、申请、在线服务使用等。

5.取消或变更方式：客户应在体检前一天中午 12 点前拨打“招商仁和人寿客服热线



400-86-95666”或者“第三方服务商客服专线 400-669-9873”取消服务或变更服务时间。

6.其他服务渠道可留意我公司官网（https://www.cmrh.com）的相关通知与公告。

三、 服务申请条件及说明

1.本服务在保单生效后 60天（含第 60天）内、且保单处于有效状态下提供。

2.首次投保成功后，被保险人可享受一次体检服务（体检套餐详见附件一）；若每年续

保成功，被保险人每年都可享受一次体检服务。

3.本服务仅限被保险人使用，不得转让、变更给其他人员使用。

4.体检服务须提前 4天预约。

5.本服务由第三方服务商“善诊（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诊”）提

供，客户预约体检后，“善诊”将通过电话与客户确认体检安排并提醒体检注意事项。

6.如发生退保，被保险人则将无法享受体检服务。

7.待体检结果出具后，“善诊”将短信通知客户，客户可根据短信提示线上查看体检报

告。

8.体检结果若评估为优选体，可自动升级保单责任；体检结果评估为标准体，则维持原

保单责任不变。

9.体检过程中若有问题，可拨打第三方服务商“善诊”客服专线 400-669-9873 进行咨

询。

10.被保险人需按照体检项目套餐完成体检，如发生漏检项目，需完成补检。

11.相关服务须在我公司约定体检服务机构网络列表中使用，具体体检服务机构网络列

表详见附件二。

12.我公司对相关体检服务机构网络保留调整的权利，最新的体检服务机构请以我公司

官网（http：//www.cmrh.com）、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人寿公众号、招商仁和

小程序等公布的体检机构列表为准。

13.我公司有权对本产品增值的服务项目、服务申请条件、服务流程作适当调整。



四、 体检服务申请及使用流程

服务内容

保单生效后，被保险人可使用体检服务 1次；若续保成功，被保险人权益与此前一致。被

保险人可通过二十项身体检查项目，全面了解身体状况，预防疾病发生；若体检结果显示

为“优选体”，被保险人还可升级保障责任。

服务使用

前提

保单生效后 60天（含第 60 天）内，且保单处于有效状态。

服务时效

 保单生效后 60天（含第 60 天）内，超出该时限，服务自动失效。

 体检服务必须提前 4天预约。

服务次数 1次

服务使用人 被保险人

服务流程

服务预约

投保生效后，客户可通过“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人寿”

公众号、“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等方式进行体检服务预约。

预约响应

客户预约体检后，第三方服务商将通过电话与客户确认体检安排并提

醒体检注意事项。

取消或变更

客户应在体检前一天中午 12 点前拨打“招商仁和人寿客服热线

400-86-95666”或者“第三方服务商善诊客服专线 400-669-9873”

取消服务或变更服务时间，不支持 APP、小程序和公众号取消或变更

服务时间。

服务安排 被保险人应在预约当日前往预约体检机构完成全部体检项目检查。

报告出具

 正常情况下，体检报告将于体检完成后的 5-7 个工作日生成，

体检报告生成后客户将收到短信提醒。

 客户可根据短信提示线上查看体检报告。

服务咨询

客户若对于体检结果有疑问，可第一时间拨打“第三方服服务商善诊

客服专线 400-669-9873”，善诊将有客服团队、医学团队以及核保

团队来做相应的处理，确保客户得到满意的答复。



服务须知

①体检当日被保险人需携带身份证前往体检中心，体检前一天中午 12 点后，不能修改预

约信息；

②体检前三天清淡饮食，晚八点后不能进食，可少量饮水；体检前一天不可剧烈运动，不

可饮酒；

③由于采血项目结束时间较早，为了确保被保险人当天体检完成顺畅，请尽量在早上 9:00

前到达体检中心完成采血；

④关于服药：需服药用户，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请遵医嘱正常服药；

⑤妇科检查：女性月经期不能进行妇科检查，月经结束 3天后方可进行，体检当天请与机

构确认项目延期；

⑥未婚或无性生活女性不能进行妇科检查及阴式 B超检查；

⑦体检后务必将导诊单交至前台，避免体检报告延误；

⑧因美年出台信息保护政策，若预约美年体检机构，体检当天被保险人需要在前台导诊单

勾选“授权第三方电子报告”，避免影响体检结果评估。

五、特别事项

1. 如果购买了本保险，客户在增值服务时效内未申请使用本服务，我公司将视为客户

自动放弃本项服务权益，一旦超出服务时效我公司将不再提供该服务。

2. 本服务由我公司委托第三方服务商提供，若客户与第三方服务商因服务而产生的任

何纠纷，我公司会尽力协调解决，但不因此负任何法律责任。

3. 本服务由我公司委托第三方服务商提供，我公司对体检机构提供的体检服务，包括

过程、内容和结果均不承担法律责任，若客户对体检机构提供的体检服务有任何异

议或纠纷，应向相关机构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寻求解决方案，我公司将不承担相关责

任风险。

4. 服务安排过程中产生因不可抗力事由（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疫情灾害、暴动、

战争行为、政府行为等），致使本服务延迟或未能履行，我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5. 在服务过程中，由于客户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的相关资料，导致

本服务不能安排或者延迟安排，相应责任将由客户自行承担，我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附件一：体检套餐项目名录



附件二：体检机构网络列表名录

体检项目 内容 男性
未婚

女性

已婚

女性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血压、脉搏 ★ ★ ★

外眼 外眼 ★ ★ ★

眼底 眼底 ★ ★ ★

内科 心肺听诊、腹部触诊 ★ ★ ★

外科

皮肤黏膜、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房、脊柱、四肢、关

节

★ ★ ★

血常规 血常规 ★ ★ ★

尿常规 尿常规 ★ ★ ★

肝功能三项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转

移酶

★ ★ ★

肾功能三项 尿素氮、肌酐、尿酸 ★ ★ ★

心电图 心电图 ★ ★ ★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 ★ ★

糖化血红蛋白HbA1C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 ★ ★

血脂二项

甘油三酯 ★ ★ ★

总胆固醇 ★ ★ ★

腹部彩超 肝、胆、胰、脾、双肾 ★ ★ ★

胸部正位 检查两肺、心脏、纵隔、膈、胸膜，判断有无炎症、肿瘤 ★ ★ ★

妇科常规检查 外阴、阴道、宫颈、子宫附件、妇科其它 ★

白带常规

用于检查阴道内有无滴虫、念珠菌，同时还可确定阴道清

洁度，是筛查阴道炎的有效手段。

★

宫颈刮片 宫颈刮片 ★

乳腺彩超 乳腺 ★ ★

子宫、附件彩超 子宫附件 ★ ★



我公司对相关体检服务机构网络保留调整的权利，最新的体检服务机构列表请以我公司

官网（http：//www.cmrh.com）、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人寿公众号、招商仁和小

程序等公布的体检机构列表为准。

网点名称 所在省 所在市 网点地址

珠海美年大健康分院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3007号澳门手信城二楼

整层（澳门环岛游码头对面）

珠海国际旅行卫生体检分院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区拱北侨光路 133 号

中山国际旅行卫生体检分院 广东 中山市 东区中山六路 2号中山海关六路办公区

肇庆慈铭体检分院 广东 肇庆市
肇庆市端州区太和北路 12 号（华南智慧城）

1-5 楼

湛江美年大健康分院 广东 湛江市 开发区绿华路 48 号华都汇 7/8 层

湛江慈铭体检分院 广东 湛江市
赤坎区人民大道北 41 号京基大厦六楼（体育

中心正对面）

阳江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广东 阳江市 江城区东山路 42 号

深圳瑞慈体检分院 广东 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环大道北松坪山路

1 号源兴科技大厦东座 4 层

深圳瑞恩体检分院 广东 深圳市 宝安区新桥街道中心路卓越时代大厦 9楼

深圳瑞慈瑞洲体检分院 广东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 2008 号新洲同创汇 C座

4 层

深圳美年大健康银湖体检分院

（美辰分院）
广东 深圳市

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北环路1022号金湖文化中

心 301、401 室

深圳美年大健康美益康体检分院 广东 深圳市 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中兴路 105 号

韶关核工业四一九医院体检中心 广东 韶关市 武江区建设路 23 号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广东 汕头市 澄海区凤翔街道环城东路 13 号门诊楼 3楼

清远第一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清远市
清新区太和镇环城中路 8号清远花园酒店旅

业 A栋 5楼

梅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梅州市 梅江区东升村客天下 F区 F9F10 一层

茂名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茂名市 茂南区光华南路 178 号 1.2 号 2-3 层

揭阳慈铭体检分院 广东 揭阳市 榕城区揭丰公路新阳村前太和医院

江门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江门市
蓬江区发展大道北侧万达中心写字楼 A座 4

楼

惠州第一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惠州市 惠城区文明一路 9号富绅大厦 20-21 层

惠州方舟体检分院 广东 惠州市
惠城区麦地南路方舟健康体检中心（五中斜

对面）

广州瑞慈天河体检分院 广东 广州市 天河区天河北路 366 号都市华庭 3楼

广州智康体检分院 广东 广州市 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大道 63-A1 综合楼 3楼

广州曼陀罗体检分院 广东 广州市
越秀区东风东路 555号粤海集团大厦5层（体

检到 5楼前台登记）



广州久邦善心体检分院 广东 广州市
荔湾区桥中中路 159 号桥康汇（西郊商贸中

心南塔)12 楼

广东宏恩健康体检分院 广东 广州市 黄埔区开发大道 420 号

佛山瑞慈体检分院 广东 佛山市 禅城区汾江南路 18 号雅庭国际 5层

佛山第一健康世博体检分院 广东 佛山市
禅城区汾江南路 38号魁奇路地铁站 A出口世

博广场正北门 6楼

东莞登峰康厚街体检分院 广东 东莞市 厚街镇宝屯友谊南路 16 号

东莞福华健康新世界体检分院 广东 东莞市 东城街道新世界花园二层

东莞福华健康鼎峰体检分院 广东 东莞市
东城区东莞大道 19 号鼎峰卡布斯国际广场 A

座 3

宣城华信体检分院 安徽 宣城市 宣州区响山路夏渡大岭

宣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宣城市 宣州区双塔路敬亭棋院 1-5 号

芜湖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芜湖市 无为县巢无路与金塔路交汇处金元华府 2#

铜陵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铜陵市
铜官山区木鱼山大道 122 号澳体健身中心 3

楼（铜官区政府对面）

枞阳佳慈体检分院 安徽 铜陵市 枞阳县银塘路与青山路交叉口御华府

马鞍山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马鞍山市 雨山西路 1150 号老报馆时代广场三层

六安艾诺体检御景湾分院 安徽 六安市 裕安区河西四环恒大御景湾 28 栋商铺 3楼

淮南艾诺体检分院 安徽 淮南市 大通区洞山东路居仁村一区

淮南新时代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淮南市
高新区（山南新区） 淮河大道英伦联邦 25#

新时代健康体检中心

淮北铭一体检分院 安徽 淮北市 相山区人民路温哥华城 2期北区

淮北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淮北市 相山区孟山北路 69 号

合肥美年大健康滨湖分院 安徽 合肥市
包河区徽州大道与锦绣大道交口要素大市场

A 区 1 层

合肥瑞慈体检高新二分院 安徽 合肥市
高新区创新大道与彩虹路交口创新国际广场

4 层

合肥瑞慈体检蜀山一分院 安徽 合肥市
蜀山区潜山路190号华邦世贸城LOFT1/LOFT2

商业楼

合肥艾诺体检庐阳分院 安徽 合肥市 庐阳区阜阳北路与涡阳路交叉口

巢湖艾诺体检分院 安徽 合肥市
巢湖市健康东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世纪花园

1 幢门面（安徽巢湖国际饭店西侧）

阜阳艾诺体检分院 安徽 阜阳市 颍州区金悦国际金融中心 A座 3楼

阜阳美康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阜阳市 颍州区颍州中路 226 号

定远佳慈体检分院 安徽 滁州市 定远县鲁肃大道与长征东路交叉口

滁州宝利康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滁州市
滁州市南谯中路与花山东路交叉口、中旭都

市名苑小区旁宝利康体检中心

亳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亳州市 亳州市中药材电商中心裙楼 3楼

蒙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亳州市 蒙城县永兴路与五里河路路交叉口

蚌埠爱心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蚌埠市
高新区东海大道 5156 号(张公山公园南门对

面）

安庆安馨体检分院 安徽 安庆市 宜秀区中兴大街 199 号

安庆爱康健康体检分院 安徽 安庆市 迎江区皖江大道 77 号绿地紫峰大厦 B座 5-6



层

北京瑞慈体检分院 北京 北京市
朝阳区工体北路 8号院三里屯 SOHO5 楼六号

商场 3层

北京九华体检开阳分部 北京 北京市 丰台区开阳路 1号瀚海花园大厦 3层

北京松乔东四分院 北京 北京市
东城区东四十条 22 号南新仓商务大厦 B座 3

层

北京松乔亦庄分院 北京 北京市 通州区嘉创路 5号新华联科技大厦 3层

北京博济体检分院 北京 北京市
大兴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18号汇

龙森科技园 A座

漳州凯晨体检分院 福建 漳州市 芗城区漳华中路荣成四季广场 1幢 2楼

厦门美年大健康嘉禾分院 福建 厦门市 思明区嘉禾路 339 号四川大厦一层

厦门瑞慈体检分院 福建 厦门市 思明区前埔路 508 号国金广场 C座 2层

三明美亚体检分院 福建 三明市 三明市梅列区华融中心 12 楼

晋江瑞慈体检分院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池店镇泉商环球广场2楼瑞慈体检（希

尔顿酒店大堂对面）

莆田市中医医院体检中心 福建 莆田市 荔城区学园北街 99 号

宁德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福建 宁德市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万安东路 2号金港名

都 B区 16、17#楼一、二层

宁德美亚健康福鼎体检分院 福建 宁德市 福鼎市玉龙北路 310 号鼎融公馆 3栋

南平美亚健康延平体检分院 福建 南平市
延平区江滨南路 232 号 2 幢 8层美亚体检中

心

南平美亚建阳第一医院体检分院 福建 南平市
建阳区东桥东路 398 号建阳市立医院 A栋综

合楼 8-9 层

福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福建 福州市 台江区台江路 11 号南星商城 A座

福州熙康体检分院 福建 福州市
仓山区浦上大道 306 号金山正祥广场 4号楼

（金山乐购右侧）

福州美亚健康长乐体检分院 福建 福州市 长乐区海峡路(皇庭首占 1号)

天水市秦州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甘肃 天水市 秦州区赤峪路 6号

兰州美年大健康奥亚体检分院 甘肃 兰州市 七里河区瓜州路 16 号

兰州美年大健康金茂分院 甘肃 兰州市 城关区皋兰路 82 号

酒泉同济健康体检分院 甘肃 酒泉市 新地址：酒泉市肃州区春光路 5号 18 栋

甘肃省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

中心
甘肃 定西市 安定区镇龙路 149 号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甘肃 白银市 白银区四龙路 222 号

玉林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西 玉林市 玉州区二环北路 1299 号中鼎金投大厦三楼

梧州市中医医院体检中心 广西 梧州市 长洲区新兴二路 142 号

钦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西 钦州市 钦南区子材东大街奥林财富中心二楼

南宁美年大健康江南分院 广西 南宁市 江南区白沙大道 48 号川沪国际二楼

南宁美年大健康琅东分院 广西 南宁市
青秀区中越路 7号东盟商务区东盟财经中心

(金旺角 CASA 公馆 B座 3楼)

柳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广西 柳州市
城中区晨华路 12 号盛丰国际 1栋 2-1（交通

银行正门上 2楼）

柳州威尔康体检分院 广西 柳州市 城中区文昌路20号五星百货乐和城商场五楼



河池美宁健康体检分院 广西 河池市 金城江区金城东路 34 号万博时代广场 3楼

桂林美年大健康临桂分院 广西 桂林市 临桂新区金水湾·境界龙脊夕照 4#、5#商铺

桂林美年大健康七星分院 广西 桂林市 七星区漓江路26号国展购物公园商业楼二楼

都匀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贵州

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

治州

都匀市水岸铭门 16 栋 3层 4层

贵阳美年大健康康源分院 贵州 贵阳市 南明区观水路 46 号

三亚慈铭体检分院 海南 三亚市 吉阳区凤凰路嘉宝花园 98 号慈铭体检三楼

海口美年大健康滨江分院 海南 海口市
琼山区滨江西路 362 号滨江度假城首层（海

瑞大桥北 200 米处）

海南新华康爱体检分院 海南 海口市 龙华区国贸三横路 21号新华保险大厦 2-3层

海口方卓体检分院 海南 海口市 美兰区长堤路 7号长堤春晓 2楼

儋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海南 儋州市 那大镇区国盛路鸿宇广场 3楼

张家口慈铭体检分院 河北 张家口市 桥东区胜利中路凯地广场 C座

邢台仁泰体检分院 河北 邢台市 信都区团结西大街 589 号

邢台三力健康泉南体检分院 河北 邢台市 桥西区泉南西大街 137 号

唐山美年大健康路南体检分院

(二分院)
河北 唐山市 路南区世博广场 A座四层、五层

石家庄美年大健康长安体检分院 河北 石家庄市 长安区东大街 9号（凯旋金悦酒店旁）

石家庄美年大健康桥西体检分院 河北 石家庄市
桥西区友谊北大街 75 号(友谊大街与谊北路

交叉口东行 20 米路北)

石家庄平衡体检友谊分院 河北 石家庄市
新华区友谊北大街 118 号平衡大厦四层 （友

谊北大街与新华路交叉口北行 200 米路西）

石家庄美年大健康裕华体检分院 河北 石家庄市 裕华区东岗路 75 号（世纪国际中心附近）

秦皇岛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北 秦皇岛市 海港区商城东路 2号

廊坊健源体检分院 河北 廊坊市 广阳区建设北路 63 号

邯郸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北 邯郸市 邯山区渚河路 282 号金业国际大厦 1-3 层

邯郸仁祥体检分院 河北 邯郸市
复兴区复兴路 158 号邯钢宾馆东行 100 米路

南

邯郸仁泰东区体检分院 河北 邯郸市
丛台区人民路与秦皇大街交叉口东行 200 米

路北

保定慈惠复兴中路体检分院 河北 保定市 莲池区复兴中路 1773 号

保定慈惠朝阳体检分院 河北 保定市 竞秀区朝阳北大街 728 号

保定慈铭体检分院 河北 保定市
莲池区玉兰大街 483 号东方明珠商务中心底

商

高碑店普惠体检分院 河北 保定市
高碑店市光华南大街普惠体检(公元大道小

区对面）

驻马店丛山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驻马店市 驿城区文明大道与滨河路交叉口西 100 米

周口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周口市 周口市川汇区交通东路与大庆南路交汇处

郑州美年大健康高新分院 河南 郑州市
中原区金梭路与玉兰街交叉口西北角龙汇国

际一楼

郑州美年大健康二七体检分院 河南 郑州市
二七区南三环嵩山路交叉口嵩山路立交桥东

南角艾菲尔酒店旁



郑州美年大健康商都分院 河南 郑州市
郑东新区商都路 55 号亚星投资大厦一楼（近

农业南路）

郑州美年大健康金水分院 河南 郑州市
金水区文化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向东50米路南

新时代广场 4楼（省博物院斜对面）

郑州美年大健康中州分院 河南 郑州市
金水区北环路与福彩路交叉口山顶大厦 1-3

楼

长葛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许昌市 长葛市金英大道 1372 号

许昌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许昌市

东城区许洲路与学府街交叉口向西 100 米空

港新城二期商业楼三楼(许昌高铁站对面、许

昌候机楼西邻)

新乡普惠体检分院 河南 新乡市 卫滨区黄河大道 98 号

新乡美年大健康宝龙体检分院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市金穗大道与新一街交叉口向北 100 米

路西

商丘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商丘市 梁园区火车南站西 200 米路南

三门峡市黄河医院体检中心 河南 三门峡市 湖滨区崤山路中段

濮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濮阳市 华龙区濮上路迎宾馆北 200 米路西

平顶山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平顶山市 新华区建设路西段建宏国际大厦

社旗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南阳市 社旗县宇博花园 8号楼

南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南阳市
南阳市宛城区白河大道华安六号公馆 1-3 层

（白河路泰山路路口西）

漯河市中医院体检中心 河南 漯河市 源汇区漯河市交通路 649 号

洛阳美年大健康西工分院 河南 洛阳市 西工区解放路香榭里 4楼

洛阳普惠体检分院 河南 洛阳市 新区政和路西段 26 号

洛阳慈铭体检分院 河南 洛阳市 高新区春城路 15 号宏矗科技大楼 3 层

洛阳奥亚体检分院 河南 洛阳市 高新区瀛洲北路与天津路交叉口

开封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开封市
开封市金明大道 98 号（金明大道与周天路交

叉口往南 50 米路东）

焦作华健解放体检分院 河南 焦作市
解放区人民路与政二街交叉口东南角四季花

城新大厦 C座四楼

济源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河南 济源市
沁园南路济渎商务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综合楼)

安阳美年大健康分院 河南 安阳市 文峰区朝阳路与富泉街交叉口东北角

肇东文诚健康体检分院 黑龙江 绥化市 肇东市南十五街福和正阳郡小区 95 号

牡丹江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东安区东二条路光华街城市杰座 1楼、2 楼

哈尔滨冰城健康体检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南岗区鸿翔路 11 号 1-4 层

哈尔滨慈铭体检分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道里区通达街 451 号（近建国街）

哈尔滨晟和健康体检分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南岗区南直路 257-1 号

大庆万里云健康体检分院 黑龙江 大庆市 龙凤区科技路 101 号

宜昌仁康伍家岗体检分院 湖北 宜昌市 伍家岗区沿江大道 130 号御江一品小区

孝感康华瑞体检分院 湖北 孝感市
孝南区董永路 8号民邦槐荫东岸一期 D栋三

楼

孝感友泰体检分院 湖北 孝感市 孝南区城站路 110 号城市便捷酒店 1层

襄阳阳光体检分院 湖北 襄阳市 樊城区星火路 1号（人民广场武商侧门 3楼）



仙桃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仙桃市 仙桃市黄金大道 87 号

武汉瑞慈武昌体检分院（二店） 湖北 武汉市 武昌区徐东路 50 号（山河企业大厦 5楼）

武汉瑞慈硚口体检分院 湖北 武汉市 硚口区沿河大道 466 号盛世滨江生活汇 3层

武汉美年大健康武昌中北分院

（武汉高信分院）
湖北 武汉市 武昌区中北路 108 号广泽中心 4F

武汉美年大健康人福亿生体检分

院
湖北 武汉市

江汉区发展大道 185 号东方建国大酒店旁边

二层（建设银行旁边、近汉口火车站）

武汉美年大健康高新光谷体检分

院（3F）
湖北 武汉市 洪山区虎泉街 228 号永利国际大厦 3楼

随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随州市 烈山大道中段 261 号（涢水宾馆对面）

十堰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十堰市 天津路 88 号大洋五洲 E区中央广场二楼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湖北 荆门市
掇刀区象山大道168号荆门一医南院门诊部5

楼

大冶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黄石市
大冶市金湖大道 15 号梦湖书苑 3楼全层（大

冶一中对面）

黄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黄石市
黄石港区磁湖路 63号兴港磁湖大厦 2-3楼全

层

黄石美年大健康阳新体检分院 湖北 黄石市 阳新县兴国镇澜桥世家 C栋 1-4 层

黄冈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黄冈市 黄州区黄州大道 146 江岸名都一楼商铺

恩施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北

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

治州

金桂大道国际服装城 4楼

恩施慈铭体检分院 湖北

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

治州

恩施市金桂大道硒都茶城三楼

株洲市二医院体检中心 湖南 株洲市 石峰区响田东路 269 号

长沙瑞慈天心体检分院 湖南 长沙市 天心区友谊路 413 号运成大厦二楼

长沙瑞慈芙蓉体检分院 湖南 长沙市 芙蓉区五一路 65 号长沙大厦 2楼

长沙仁术熙康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长沙市 岳麓区双塘路 111 号创远大厦 4-5 楼

长沙新华卓越门诊部 湖南 长沙市 开福区湘江中路 1段 52 号凯乐国际城 2层

长沙美年大健康雨花分院 湖南 长沙市
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459 号梦和商业广场 4

楼

张家界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张家界市 永定区官黎路张家界中心汽车站西侧 20 米

岳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岳阳市
岳阳市巴陵东道与通海路交汇处巴陵首府 3

楼

永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永州市
冷水滩区河东育才路 281 号华源府第裙楼门

面

永州山水道县体检分院 湖南 永州市 道县小江口路君泰家园二楼

益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益阳市
赫山区迎宾西路富兴嘉城商业 A座 1-3 层（火

车站/湘运大厦旁）

吉首医学检验检查体检分院 湖南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

治州

吉首市镇溪街道吉首医学检验检查中心（商

业城 A栋 B座）



湘潭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湘潭市 岳塘区吉安路 87 号吉安大厦 1-5 层

邵阳湘雅华每体检分院 湖南 邵阳市 双清区柏林大厦 3-3A 楼

武冈山水体检分院 湖南 邵阳市 武冈市武冈大道新东联建楼 3楼

娄底美年大健康娄南体检分院 湖南 娄底市 娄星区娄星南路水域中央 01 栋 1-3 楼

娄底弘佳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娄底市 娄星区吉星南路与南贸东街交叉口东北角

怀化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怀化市
鹤城区紫东路与应民路交汇处西南侧恒福一

品 109 号

衡阳康宁雁峰体检分院 湖南 衡阳市 雁峰区蒸湘南路世纪名城Ｈ栋 1-3F

郴州民众体检分院 湖南 郴州市 北湖区青年大道 21 号（市司法局对面）

常德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湖南 常德市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东湖巷社区人民路

1311 号经泽星都一号楼裙楼 3-4 层

常德新华卓越健康门诊部 湖南 常德市
武陵区武陵大道与常德大道交汇处新邦壹品

6 号楼群楼 1-2 楼

长春美年大健康南关分院 吉林 长春市
南关区解放大路 438 号全安广场盛荣大厦 2、

3 楼（解放大路与大经路交汇处）

长春安泰绿园区体检分院 吉林 长春市 绿园区延寿街 399 号

长春慈铭体检南湖分院 吉林 长春市 朝阳区工农大路 3728 号

延吉美年大健康白山分院 吉林
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

延吉市开发区长白东路11-3号（原福成肥牛、

自治州国土局西侧、加油站旁）

通化天年健康体检分院 吉林 通化市 东昌区滨江南路中东健康城 5楼

松原美年大健康分院 吉林 松原市 宁江区锦江大街 330 号

四平御康体检分院 吉林 四平市 铁西区九州五郡商业街东侧

吉林美年大健康世纪广场丰满一

分院
吉林 吉林市

丰满区世纪广场园林综合楼(毛主席像右手

边)

吉林市二二二天年体检分院 吉林 吉林市
昌邑区解放大路世纪新村综合楼 1楼（江城

日报社一楼东侧）

白城慈铭体检分院 吉林 白城市 洮北区胜利路 27-9 号

镇江瑞慈体检分院 江苏 镇江市 京口区解放路 26 号东大院 05栋 4-5 层

镇江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镇江市 润州区黄山西路 2号颐高广场 1幢 2层

扬州瑞慈体检分院 江苏 扬州市 邗江区扬子江北路 108 号 1-2 层 1003 铺

扬州邗江美天体检分院 江苏 扬州市
邗江区邗江中路 158 号二楼（原淮左名都国

际大酒店）

盐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盐城市 亭湖区沿河中路 24 号

盐城瑞慈体检分院 江苏 盐城市 盐都区世纪大道 611 号

徐州瑞慈体检分院 江苏 徐州市 云龙区解放路 246 号文峰大厦 4层

徐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徐州市 鼓楼区中山北路 290 号（彭城五交化综合楼）

无锡美年大健康建筑路分院 江苏 无锡市 滨湖区建筑路 400 号大统华旁

无锡锡山健安门诊部 江苏 无锡市 锡山区友谊北路 300 号万马广场 27 幢 3楼

无锡瑞慈滨湖体检分院 江苏 无锡市 滨湖区湖滨路 688 号华东大厦 2楼

无锡慈铭奥亚体检分院 江苏 无锡市 梁溪区五爱北路金置广场 2楼

无锡慈铭华康阳山体检分院 江苏 无锡市 惠山区阳山东路 27 号

泰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泰州市 海陵区南通路 298 号（斜桥加油站东侧）

宿迁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宿迁市 洪泽湖路 1588 号金鹏国际 1~2 楼



宿迁瑞慈体检分院 江苏 宿迁市
宿城区洪泽湖路88号恒力大酒店南辅楼二层

-三层

苏州美年大健康相城店 江苏 苏州市 相城区相城大道 1539 号德诚嘉元广场 1-2层

苏州美年大健康长江路分院 江苏 苏州市 吴中区长江路 9号长江壹号广场 1栋 3层

常熟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黄河路 22 号汇丰时代广场

苏州瑞慈园区体检分院 江苏 苏州市 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号国际大厦 2F

苏州瑞慈高新体检分院 江苏 苏州市 珠江路 117 号创新中心大厦 B座 4-5F

昆山美年大健康华泰体检分院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开发区青阳南路 310 号

太仓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上海东路 288 号宝龙福朋酒店商业街

商铺 03-07 室

南通瑞慈体检瑞运分院 江苏 南通市
通州区金新街道综艺金融广场金融街 401、

402 铺

南通瑞慈滨江分院 江苏 南通市 崇川区滨江公园休闲新天地 1号楼

南通瑞慈体检文峰分院 江苏 南通市
崇川区虹桥路 1号文峰城市广场 6号楼 9-10

楼

南通瑞慈体检能达分院 江苏 南通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2000 号（瑞慈医院

门诊三楼）

南通瑞慈港闸体检分院 江苏 南通市
港闸区永和路588号绿洲国际商务城B幢201

及 3 层

南京美年大健康鼓楼分院 江苏 南京市 鼓楼区中山北路 49 号机械大厦裙楼 1-4 层

南京瑞慈建邺体检分院 江苏 南京市 建邺区云龙山路 99 号省建大厦 B座一楼

南京瑞慈秦淮斯亚分院 江苏 南京市 秦淮区太平南路 450 号斯亚财富中心 4层

南京美年大健康江宁体检分院 江苏 南京市 江宁区天元东路 52 号茵泰莱大厦 1-2 层

南京美年大健康环亚分院（南京

汉中路分院）
江苏 南京市 秦淮区汉中路 139 号环亚广场 4楼

淮安美年大健康楚州体检分院 江苏 淮安市 淮安区楚州大道 818 号

淮安美年大健康铭泽体检分院 江苏 淮安市
清河区淮海西路 166 号铭泽美年体检中心 3

楼

淮安瑞慈瑞茂体检分院 江苏 淮安市 清江浦区深圳路 6号金鑫国际广场 1号楼

常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苏 常州市 钟楼区怀德中路 82 号澜天大厦一至四层

常州瑞康职安武进体检分院 江苏 常州市 武进区常武南路天安数码城 B幢

常州海尔思体检分院 江苏 常州市 新北区河海西路 108 号

鹰潭百盛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鹰潭市 月湖区美亚汇金广场北区二楼

宜春百盛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宜春市 袁州区袁山东路 169 号

宜春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宜春市 泸州北路 669 号（市行政中心东侧 800 米）

新余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新余市 城北仙来东大道与劳动北路交汇处辰光大厦

上饶汉氏医学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上饶市
广信区滨江西路与蓝江路交叉口汉氏医学健

康科技园

萍乡仁心健康体检中心 江西 萍乡市 安源区萍安中大道 295 号

南昌美年大健康泰安分院（南昌

红谷滩分院）
江西 南昌市

东湖区红谷滩新区翠林路 68 号（市政府南门

斜对面）

南昌美年大健康医药谷分院（南

昌青山湖分院）
江西 南昌市 青山湖区南京东路 898 号医药谷产业园 4楼



南昌美年大健康倍邦体检分院 江西 南昌市 东湖区起凤路 58 号（香江家具城旁）

南昌美馨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南昌市 红谷滩区赣江新天地 8号

南昌康泰来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市南昌县金沙大道 2008 号

九江中鼎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九江市 浔阳区南湖路 116 号远洲商务写字楼东区

景德镇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景德镇市 昌江区新平路 8号

吉安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吉安市
吉州区井冈山大道与复兴路交汇处凯旋世纪

城售楼处旁

赣州慈铭体检分院 江西 赣州市 章江新区五指峰路 50 号

抚州百盛大健康体检分院 江西 抚州市
临川大道景泰凯旋城 6-7 号楼（梦湖摩天轮

旁）

营口谂达康体检分院 辽宁 营口市 站前区盼盼路南 58 号

铁岭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铁岭市 银州区柴河街龙翔花园 5号楼

沈阳美年大健康和平分院 辽宁 沈阳市 和平区胜利大街南七马路 1号

沈阳美年大健康皇姑分院 辽宁 沈阳市 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32 号（居然之家旁）

沈阳瑞慈体检分院 辽宁 沈阳市 铁西区兴工北街 53 号瀚都国际大厦 3-4 层

沈阳阳光体检沈河分院 辽宁 沈阳市 沈河区西滨河路 62 号（青年公园北侧）

沈阳阳光大东体检分院 辽宁 沈阳市 大东区北顺城路 188 号（原翰皇酒店）

辽阳美年大健康江北体检分院 辽宁 辽阳市
宏伟区南环街23151号（香港花园斜对面）十

字路口东南角

锦州美年大健康太和体检分院 辽宁 锦州市 太和区凌西大街香榭丽花园 4号

锦州市健康体检中心 辽宁 锦州市 太和区市府路 91 号

阜新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阜新市 海州区矿工大街 39 号

阜新博爱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阜新市 海州区西山路 11 号

抚顺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抚顺市 望花区北镇街 5号（石油大学西门对面）

丹东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丹东市 振兴区滨江西路 12 号

丹东熙康体检分院 辽宁 丹东市 振安区临江后街 100 号金海滨江 3号 A座

大连外启体检分院 辽宁 大连市 金州区东北四街 74 号

大连阳光金服体检分院 辽宁 大连市
西岗区滨海西路 20 号-23 号（煤矿疗养院 8

号楼）

大连熙康体检中山路分院 辽宁 大连市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25 号

朝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朝阳市 双塔区珠江路三段 40 号

本溪市铁路医院体检中心 辽宁 本溪市 平山区迎春街 25 号

鞍山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辽宁 鞍山市
铁西区千山西路千华悦城小区一至四层（鞍

钢南门对面、近铁西六道街）

锡林瑞浩体检分院 内蒙古
锡林郭勒

盟
锡林大街 71 号（春卉饭店西、邻包商银行）

乌兰察布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内蒙古
乌兰察布

市

白海子镇集宁新区惠民园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西商业 2楼

乌海师成体检分院 内蒙古 乌海市
海勃湾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世纪大道西侧（阳

光景园外围）

通辽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内蒙古 通辽市
经济开发区凤凰山大街与常胜路交汇处北 50

米（市政府后院非常大饭堂西侧）

呼伦贝尔松乔分院 内蒙古 呼伦贝尔 海拉尔区河东蓝景丽苑 3号楼 3层



市

呼和浩特美年大健康东汇体检分

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市

如意开发区如意和大街万铭总部基地3号楼5

楼（东岸国际东边十字口）

呼和浩特新华卓越门诊部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市
赛罕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座 5层

呼和浩特美年大健康玉泉体检分

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市
玉泉区南茶坊新天地广场三楼

呼和浩特泽康体检分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市
新城区海东路丽苑阳光城南门

赤峰新华卓越体检分院 内蒙古 赤峰市 松山区恒茂大厦商务中心四层 01041

包头美年大健康万达体检分院 内蒙古 包头市 青山区青年路 26 号万达写字楼 A座 13层

巴彦淖尔健康医院体检中心 内蒙古
巴彦淖尔

市
临河区新华东街 30 号

巴彦淖尔亿康体检分院 内蒙古
巴彦淖尔

市
临河区新华西街维多利西侧 50 米

银川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穆商南路 99 号（茶城旁边、麦德龙超

市对面）

银川仁泰体检分院 宁夏 银川市
金凤区紫荆花商务中心 A、B座办公楼 A-2-1

号

固原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经济开发区建业街浙商国际商贸中心

1 号楼

西宁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青海 西宁市 城西区五四大街 39-1 号智易方大厦七楼

西宁慈铭体检分院 青海 西宁市 城西区黄河路 36 号银龙商务大厦 3楼

海东市乐都红十字普惠体检分院 青海 海东市 乐都区蹍伯镇新乐大街 13 号东全小区

淄博上医体检分院 山东 淄博市 张店区柳泉路 256 号

淄博天瑞健康汇金体检分院 山东 淄博市 张店区鲁泰大道汇金大厦西裙楼三楼

滕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枣庄市 滕州市北辛街道小清河北岸（农行西邻）

枣庄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枣庄市
薛城区光明西路 1999 号（燕山路和光明路十

字路口）

烟台美年大健康福田分院 山东 烟台市 芝罘区大马路 128 号

烟台美年大健康开发区分院 山东 烟台市 福山区开发区金沙江路 163 号

潍坊美年大健康奎文体检分院 山东 潍坊市 奎文区潍州路 696 号

威海市中医院体检中心 山东 威海市 环翠区青岛北路 29 号

泰安美年大健康御碑楼体检分院 山东 泰安市
泰安区市政广场西御碑楼路 67 号（近国华经

典社区）

肥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泰安市
肥城市新城街道古店社区 19 号楼（古店社区

北门）

日照美年大健康分院 山东 日照市
迎宾路 151 号（沙墩河东畔路北、华东蓝海

石油西邻）

莒县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日照市
莒县城阳街道新交警队西 200 米路南美年大

健康

青岛和润堂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城阳区文阳路 271 号

青岛美年大健康银海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市南区东海中路 30 号银海大世界



青岛瑞慈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市南区闽江路 2号国华大厦 4楼

青岛中康大泽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平度市人民路 617 号

青岛维普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即墨区鹤山路 59 号德福广场 B区 5层

青岛新华卓悦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崂山区同安路 872 号(国信体育馆北门对面）

胶州中康国际体检分院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杭州路、扬州路交叉口维也纳酒店二

楼

临沂美年大健康万兴都分院（二

店）
山东 临沂市

兰山区涑河南街 3号万兴都 2号楼 B区 3层

（沂蒙路与涑河南街交汇处东 150 米路北）

临沂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一店） 山东 临沂市
兰山区金一路与临西五路交汇处西北角（金

阳花园店）

临沂美年大健康平邑体检分院 山东 临沂市 平邑县蒙阳路中段（东方佳园小区沿街西）

沂水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山东 临沂市
沂水县健康东路与东一环路交汇处尚东国际

小区南

聊城中康国际体检分院 山东 聊城市
开发区黄山路 18 号 华粹园小区临街楼中康

国际体检(原慈铭体检)

聊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聊城市 东昌府区鲁化路 44 号

微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山东 济宁市 微山县夏镇街道商业街城市广场西门北

济南美年大健康市中分院（济南

建设路分院）
山东 济南市 市中区建设路 84 号

济南美年大健康明湖分院 山东 济南市
天桥区北坦大街 5号（明湖西路巴黎花园西

邻）

济南新华卓越门诊部 山东 济南市 历下区龙奥北路 8-4 号玉兰广场 1号楼 2层

济南瑞慈体检分院 山东 济南市
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81号夏都金地商业广场

2 楼

单县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菏泽市 单州路东段星控电子科技大厦 1-3 楼

东营美年大健康西城总院 山东 东营市 东营区黄河路 355 号富海交运大厦一、二楼

东营慈铭体检分院 山东 东营市
东营市区东三路与淮河路交叉路口银座城市

广场

德州天瑞健康体检分院 山东 德州市 德州区开发区鑫星国际三层

长治慈铭体检分院 山西 长治市
长治市区潞州区潞阳门南路 28 号 3幢(城东

南路甜水巷东口斜对面)

运城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西 运城市
盐湖区禹都大道 218 号(南风广场北面往西

100 米)

阳泉市诚济健康体检医院 山西 阳泉市 城区桃南东路 203 号(河边街药材站正对面)

太原康佑体检分院 山西 太原市 小店区学府街 128 号兰亭银座 6幢 1-3 层

太原方卓红鬃马体检分院 山西 太原市
杏花岭区五一路与新民中街交叉口（山大二

院对面）

吕梁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西 吕梁市 离石区滨河北西路 1号

晋城和美大健康体检分院 山西 晋城市 城区中原东街 115 号（和美大健康）

榆林泰福健康体检分院 陕西 榆林市 火车站向南 600 米沙河农贸市场三楼

延安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陕西 延安市 宝塔区七里铺街 57 号 综合楼（1）四层

咸阳普惠体检分院 陕西 咸阳市
秦都区体育场十字西北角财苑大厦（长安银

行）3 楼、和市财政局平行



咸阳新健康体检分院 陕西 咸阳市 渭城区人民东路 102 号

西安普惠经开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未央区未央大道 132号经发国际大厦3层（凤

城二路什字西北角）

西安普惠曲江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碑林区雁塔南路曲江文化创意大厦 5层

西安普惠太白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碑林区太白北路 6号荷丰润国际公寓 2-3 层

西安普惠未央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未央区凤城六路与未央大道十字东北角渤海

银行 2楼、大厦南边进门

西安普惠高新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雁塔区高新四路 1号高科广场 A座 3层

西安普惠兴庆南路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碑林区兴庆南路 10 号西安交大新闻出版社 3

楼（交大东南门）

西安莲湖智行体检分院 陕西 西安市 莲湖区丰登南路 23 号智行深度体检

渭南康济思迈奥体检分院 陕西 渭南市
临渭区四马路与西二路十字北天启悦华酒店

区间路西 200 米

铜川普惠体检分院 陕西 铜川市 耀州区银岭天下 2号楼商铺

汉中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陕西 汉中市 汉台区南团结街滨江佳园

宝鸡普惠体检分院 陕西 宝鸡市
金台区金台大道轩苑世家 15 号楼 4层（阳光

酒店东侧 100 米）

宝鸡新华卓越体检分院 陕西 宝鸡市 渭滨区公园路 7号建安大厦 4层

安康仁康体检分院 陕西 安康市 汉滨区民办张湾村（万浩未来城内）

安康天行健体检分院 陕西 安康市 高新区现代城 22 号楼 2218 室

上海瑞慈杨浦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3 号楼创业大厦 13 楼

上海瑞慈浦东八佰伴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2楼

上海瑞慈松江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松江区方塔北路 605 号企德大厦 6-8 楼

上海瑞慈漕河泾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徐汇区宜山路 1388 号民润大厦 3楼

上海瑞慈闵行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闵行区七莘路 2099 号 1-2 楼

上海瑞慈青浦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 1289 弄 26号 3、5-6

层

上海瑞慈普陀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弄绿洲中环中心商务广

场 7号楼 2楼

上海瑞慈徐汇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徐汇区斜土路 2899 号光启文化广场 B栋 7楼

上海美年大健康徐汇小木桥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徐汇区小木桥路 251 号天亿大厦 1-3 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静安西康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静安区西康路 608 号华通大厦 1-2 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黄浦旺角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 号旺角广场 4F

上海美年大健康苏河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静安区恒丰路 638 号苏河一号 3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闵行宜山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闵行区宜山路 1728 号燎申宜山大厦 1-2 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杨浦五角场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杨浦区淞沪路 388 号创智天地 7号楼 5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长宁天山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长宁区天山路 8号 1-2 层(近哈密路)

上海瑞慈体检陆家嘴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浦东新区陆家嘴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

厦 3楼

上海瑞慈宝山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宝山区共和新路 4727 号新陆国际商务大厦

11/12 楼

上海瑞慈奉贤瑞辕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33号楼

上海美年大健康长宁中山公园分 上海 上海市 长宁区凯旋路 369 号龙之梦雅仕大厦 B1 层



院 B08

上海美年大健康松江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松江区梅家浜路 800 弄 2-9 号 1-2 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静安灵石路分院 上海 上海市 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 10 号 B 座 2楼

上海美年大健康浦东齐鲁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836 号齐鲁大厦 3层

上海美年大健康奉贤体检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奉贤区南奉公路8509弄28号C幢C101-C110、

C201-205 室

上海美年大健康浦东张江分院 上海 上海市 浦东新区海科路 777 号

上海美年大健康嘉定分院 上海 上海市 嘉定区洪德路 202 号

自贡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自贡市 大安区马吃水路 154 号

简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资阳市
简阳市射洪坝街道办事处东溪大道 211-219

号 9 栋 1、2、3、4层

资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南段置地城售楼

部 2楼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四川 雅安市 雨城区南山路 48 号

遂宁瑞慈体检分院 四川 遂宁市 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225 号 4 层

内江瑞慈体检分院 四川 内江市 内江市市中区甜城大道 999 号

南充三方健康医学影像体检分院 四川 南充市 顺庆区锦程路南充总商会大厦 4楼

南充家美医院体检中心 四川 南充市
顺庆区师大路一段西华师范大学一期正大门

对面

绵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绵阳市 涪城区长虹大道中段 51 号(市图书馆旁)

眉山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眉山市 东坡区东坡大道南一段 11 号 1、2楼

泸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泸州市
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佳乐世纪城金融中心 12

号 1号楼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体

检中心
四川

凉山彝族

自治州
西昌市健康路 143 号

乐山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乐山市 市中区柏杨西路 6号（中心站对面）

广元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广元市 利州东路三段芸香社区 18 号

德阳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德阳市 旌阳区庐山南路一段 11 号

达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达州市 达川区杨柳路 288 号秦巴医贸园 B区 5层

成都美年大健康武侯分院 四川 成都市 武侯区浆洗街 27 号天亿大厦 1-2 层

成都瑞慈体检温江分院 四川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

珠江国际写字楼 8楼

成都瑞慈体检锦江分院 四川 成都市 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8号天府国际大厦 3楼

成都美年大健康金牛万达体检分

院
四川 成都市

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金牛万达广场 4.5 楼

Z-1F-B

成都美年大健康双流体检分院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宜城大街三段 9号附

501、附 601 号

巴中健康体检分院 四川 巴中市 巴州区柳津桥头江北客运中心三楼

天津康华瑞体检分院 天津 天津市 西青区新城市中心 b座

天津民众体检华苑分院 天津 天津市 南开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2号海益国际 3层

天津民众体检河东分院 天津 天津市 河东区津塘路 18 号鼎泰大厦 4层

天津慈铭滨海三分院 天津 天津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与新城东路交口泰

达 MSD_B1 座 5 层



拉萨美年大健康察古体检分院 西藏 拉萨市
堆龙德庆区柳梧奥特莱斯北楼 12 楼（中国黄

金对面）

乌鲁木齐美年大健康水磨沟区昆

仑体检分院
新疆

乌鲁木齐

市

水磨沟区昆仑东路103号(王家梁陶瓷市场对

面)

新疆美年大健康哈密分院 新疆 哈密地区 哈密市建国北路 23 号(地区交通局旁)

库尔勒诚裕慈惠体检分院 新疆

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

州

库尔勒市康都世纪花园 45 栋 F座 3楼

文山滇南健康体检中心 云南

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

州

文山市下沙坝阳光外滩 B幢（原蓝钻 KTV）

曲靖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云南 曲靖市 麒麟区金穗花园 5期 3层

丽江美舜体检分院 云南 丽江市 新城丽水路弘源商业广场 3楼

昆明美年大健康高新体检分院 云南 昆明市
高新区滇缅大道 2411 号金泰国际小区 9栋二

层商铺

昆明美年大健康国贸分院 云南 昆明市
官渡区春城路 289 号国际会展中心（老馆）

一层 1-1 展厅

昆明慈铭体检分院 云南 昆明市 官渡区星都总部基地 B幢 1单元 1-2 层

保山龙马体检分院 云南 保山市 隆阳区九隆街道兰城路康路大厦二楼

温州慈铭体检分院 浙江 温州市
龙湾区上江路 198 号经开区商务广场（新世

纪商务大厦）A 幢 1-2 层

温州奥亚健康体检分院 浙江 温州市 鹿城区航标路 87 弄 51号

台州美兆健康体检分院 浙江 台州市 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东段 2号

台州阳光路桥体检分院 浙江 台州市 路桥区灵山街 1188 号

绍兴美年大健康越城体检分院 浙江 绍兴市
越城区迪荡新城都泗门路 80号汇银大厦 2幢

3-4 楼

衢州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浙江 衢州市
柯城区白云中大道 39 号中央商务广场 3幢

（新城吾悦广场旁）

宁波美年大健康慈溪体检分院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白沙街道人和路 558 号（友谊商厦 1-4

层）

宁波慈铭鄞州景康体检分院 浙江 宁波市 鄞州区中兴路 717 号华宏国际 1-2 楼

东阳艾曼体检分院 浙江 金华市
东阳市城东街道东锋村洪良（东阳红枫林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内 1号楼）

金华永康艾曼体检分院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东城街道总部中心金济大厦 1楼

金华慈铭体检分院 浙江 金华市 人民西路 395 号

嘉兴浙健秀洲体检分院 浙江 嘉兴市
秀洲区中山西路 527 号财富广场 19 层

D1901-1910

嘉兴美年大健康体检分院 浙江 嘉兴市
南湖区云东路与九曲路交叉路口良友国际大

厦 2-3 楼

湖州瑞慈体检分院 浙江 湖州市 吴兴区爱山广场 6号楼 3-4F

湖州大浙北体检分院 浙江 湖州市 吴兴区仁皇山山水清音 1幢

杭州美年大健康滨江区分院 浙江 杭州市 滨江区滨盛路 1508 号海亮大厦 3层

杭州瑞慈延安体检分院 浙江 杭州市 下城区凤起路 438 号经贸广场 B座 4楼



杭州美年大健康钱江分院 浙江 杭州市 江干区城星路 59 号东杭大厦 2-3 层

杭州美年大健康西溪分院 浙江 杭州市
西湖区文一西路 830号第六空间大厦4层（近

花蒋路）

杭州美年大健康临安体检分院 浙江 杭州市
临安区锦北街道农林街 188 号（城市苗圃副

楼）

重庆民众体检奥体体检分院 重庆 重庆市
九龙坡区龙腾大道隆鑫国际大厦 5层（奥体

中心南门对面）

重庆两江家年渝北区体检分院 重庆 重庆市
渝北区新溉大道 231 号附 1号（3号线郑家院

子）

重庆慈铭奥亚江南体检分院 重庆 重庆市 南岸区烟雨路 7号国瑞中心北侧广场负二楼

重庆美年大健康江北海尔路分院 重庆 重庆市
江北区海尔路 6号 9栋(巴蜀城公交车站下行

30 米)

重庆慈铭奥亚江北嘴分院 重庆 重庆市 江北区江北嘴力帆中心 1号楼 1-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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