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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体检中心 机构地址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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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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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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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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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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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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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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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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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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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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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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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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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北京丽都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 6号丽都广场五号商业楼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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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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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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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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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北京西三旗悦秀路沁春家园

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沁春家园 1、2、3 号楼底商 3层 301-3022 号

爱康卓悦北京阜成门万通大厦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号三层侯检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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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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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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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北京西三旗悦秀路沁春家园

分院 VIP 部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沁春家园 1、2、3 号楼底商 3层 301-3022 号

爱康卓悦北京阜成门万通大厦分院

VIP 部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号三层侯检大厅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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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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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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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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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广州琶洲保利中悦分院
广州市海珠区暄悦东街 23 号保利中悦广场写字楼（南塔）裙楼 4楼

（地铁站：万胜围 D出口）

爱康卓悦广州环市东分院四层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96 号广发花园 3-4 层（动物园南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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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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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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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卓悦广州琶洲保利中悦分院 VIP

部

广州市海珠区暄悦东街 23 号保利中悦广场写字楼（南塔）裙楼 4楼

（地铁站：万胜围 D出口）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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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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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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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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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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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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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元化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30 号（天山大厦）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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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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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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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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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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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上海中环一品分院 VIP 部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 1288 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 4 层

爱康卓悦上海望族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1900 号 4 层（近延安西路口）

爱康国宾上海中山公园南延安西路分

院 VIP 部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018 号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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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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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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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上海望族分院 VIP 部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1900 号 4 层（近延安西路口）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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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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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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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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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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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天津滨海新区泰达 MSD 分院 天津经济开发区第二大街 45 号泰达 MSD-F 区 F5-101/201/30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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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天津友谊北路合众大厦分院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51 号合众大厦 C座 4层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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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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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重庆沙坪坝区分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南街 60 号

爱康国宾重庆龙湖源著欣康分院 VIP

部
重庆市江北区福康路 25 号龙湖.源著天街 6楼

爱康卓悦重庆解放碑分院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 号海航保利国际中心 4层

爱康国宾重庆沙坪坝区分院 VIP 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南街 60 号

爱康卓悦重庆解放碑分院 VIP 部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 号海航保利国际中心 4层

沈阳市
爱康国宾沈阳青年大街分院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66 号

爱康国宾沈阳太原街分院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 236 号

南京市 爱康国宾南京江宁分院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 1118 号金轮新都汇 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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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国宾南京浦口大道新城总部大厦

分院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口大道 1号新城总部大厦 305、306、307、

308、309、310

爱康国宾南京鼓楼分院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9 号金峰大厦 3层

爱康国宾南京新街口分院 南京市中山东路 145 号全民健身中心 19 层

爱康国宾南京江宁分院 VIP 部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 1118 号金轮新都汇 2层

爱康卓悦南京河西庐山路新地中心分

院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68 号新地中心二期西格玛广场 2楼 C 区

爱康国宾南京鼓楼分院 VIP 部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9 号金峰大厦 3A 层

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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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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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武汉汉街总部国际分院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86 号汉街总部国际 B 座 2层

爱康卓悦武汉亚贸分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568 号南方帝园 1-3F

成都市

爱康国宾成都茶店子居然之家分院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399 号 1 栋 5层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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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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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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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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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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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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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成都茶店子居然之家分院

VIP 部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399 号 1 栋 5层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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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成都高新分院 VIP 部 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高新国际广场 D座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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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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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

爱康国宾西安曲江分院 西安市雁塔区慈恩西路南段曲江六号东门 1-3 层

爱康卓悦西安行政中心正尚国际分院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张家堡环岛东南角正尚国际金融广场 A座 4F

爱康卓悦西安南二环九座花园分院 西安市莲湖区二环南路西段 202 号九座花园

石家庄市 爱康卓悦石家庄裕华路海悦天地分院 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路 66 号海悦天地 A座七层

太原市 爱康卓悦太原新建北路分院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111 号（旱西南巷）佳艺特综合楼 1-4 层

郑州市 爱康卓悦郑州金水东路万鼎广场分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 16 号万鼎广场 4层

大连市 爱康卓悦大连星海广场新星星海分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 175-4 号新星星海中心 B座二层

长春市
爱康国宾长春建设分院

长春市宽城区贵阳街 287 号建设大厦 3 楼（建设大厦原吉林省政务大

厅南门）

爱康国宾长春亚泰鸿城西域分院 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 6988 号（吉林地税南行 200 米）

呼和浩特

市

爱康卓悦呼和浩特赛罕区敕勒川大街

绿地蓝海大厦分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赛罕区敕勒川大街 15 号绿地中央广场蓝海 A座

商业 2层

无锡市

爱康国宾无锡新吴茂业分院 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 1-101 号茂业百货 F层

爱康卓悦无锡崇安寺金鼎广场分院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18 号

爱康卓悦无锡崇安寺金鼎广场分院

VIP 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18 号

爱康卓悦无锡新吴茂业分院 VIP 部 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 1-101 号茂业百货 F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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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

爱康国宾江阴临港分院 江阴市临港街道苏港路 99 号江阴检验检疫局 1-2 层

爱康国宾江阴临港分院 VIP 部 江阴市临港街道苏港路 99 号江阴检验检疫局 1-2 层

爱康卓悦江阴嘉年华广场分院 江阴市滨江中路 534 号嘉年华广场 10 幢

镇江市
爱康国宾镇江长江路文广分院 镇江市长江路 33 号镇江广电大厦裙楼 3层

爱康国宾镇江长江路文广分院 VIP 部 镇江市长江路 33 号镇江广电大厦裙楼 3层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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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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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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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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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爱康卓悦（文化艺术中心） 苏州市园区观枫街 1号文化艺术中心 2 楼 3-4 号馆

苏州爱康卓悦（文化艺术中心）VIP

部
苏州市园区观枫街 1号文化艺术中心 2 楼 3-4 号馆

南通市 爱康卓悦南通世纪大道恒隆国际分院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18 号恒隆国际大厦 E座 1

徐州市 爱康卓悦徐州西安北路瑞银中心分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北路 2 号瑞银中心 1 号楼 4-5 层

常州市
爱康卓悦常州龙锦路分院 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 1268 号 B 座座 2-3 楼

爱康卓悦常州龙锦路分院 VIP 部 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 1268 号 B 座座 2-3 楼

泰州市

爱康国宾泰州青年南路凤城国际分院 泰州市海陵区电视塔下，凤城国际西大门进入二楼（整层均是）

爱康国宾泰州青年南路凤城国际分院

VIP 部
泰州市海陵区电视塔下，凤城国际西大门进入二楼（整层均是）

济南市

爱康卓悦济南纬二路山东商会大厦分

院
济南市市中区纬二路 51 号山东商会大厦 6 层

爱康卓悦济南纬二路山东商会大厦分

院 VIP 部
济南市市中区纬二路 51 号山东商会大厦 6 层

青岛市

爱康国宾青岛市北 CBD 西王大厦分院 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 138 号西王大厦西侧门 4 层

爱康国宾青岛市北 CBD 西王大厦分院

VIP 部
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 138 号西王大厦西侧门 4 层

爱康卓悦青岛香格里拉分院 VIP 部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 号香格里拉商业中心 2-3 层

烟台市

爱康国宾烟台开发区长江路分院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 97 号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东门）

爱康国宾烟台莱山区港城东大街分院 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588 号第三城国际大厦副楼 1-3 层

爱康国宾烟台芝罘区世茂分院 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156 号世茂广场三楼

爱康国宾烟台开发区长江路分院 VIP

部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 97 号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东门）

潍坊市

爱康国宾潍坊东方路分院二层 潍坊市高新区卧龙东街与东方路交汇处

爱康国宾潍坊东方路分院 潍坊市高新区卧龙东街与东方路交汇处

爱康国宾潍坊新华路分院 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 66 号（原凯远大厦）

合肥市 爱康卓悦合肥高新拓基中心分院
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 689 号拓基城市广场金座 C，从 8 号 9号电梯上

二楼

芜湖市
爱康国宾芜湖镜湖分院 芜湖市黄山中路 64 号鼎湖 1876 国际文化旅游广场 2 号楼 4-5 层

爱康国宾芜湖镜湖分院 VIP 部 芜湖市黄山中路 64 号鼎湖 1876 国际文化旅游广场 2 号楼 4-5 层

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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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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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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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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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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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层

爱康国宾杭州钱江世纪城广孚中心分

院 VIP 部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广孚联合国际中心裙楼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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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卓悦杭州未来科技城分院 杭州市余杭区高教路与联创路交叉口奥克斯创智一号 4幢

宁波市

爱康国宾宁波鼓楼分院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2 号恒隆中心西裙楼 4 层（蔡家巷 6 号上电

梯）

爱康国宾宁波鼓楼分院 VIP 部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2 号恒隆中心西裙楼 4 层（蔡家巷 6 号上电

梯）

温州市 爱康国宾温州国贸分院 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 1 号国贸大酒店 3F、5F

福州市

爱康国宾福州鼓楼分院 福州市六一北路 328 号金源花园三层

爱康国宾福州鼓楼分院 VIP 部 福州市六一北路 328 号金源花园三层

爱康卓悦福州金融街申发大厦分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曙光路 132 号申发大厦 3层 01-07 单元

威海市 爱康国宾威海滨海分院 威海市海滨北路附 36 号府前商厦

孝感市
爱康国宾孝感银泰分院 孝感市天仙北路 26 号银泰城 15 层

爱康国宾孝感银泰分院 VIP 部 孝感市天仙北路 26 号银泰城 15 层

宜昌市 爱康卓悦宜昌均瑶广场分院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 51 号均瑶酒店 7层

长沙市

爱康国宾长沙河西西中心分院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49 号西中心大厦（汽车西站旁）T1 写字楼 4层

爱康国宾长沙湘府东路双塔国际分院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 258 号双塔国际广场 A 座 2层

爱康国宾长沙八一桥华天酒店分院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593 号潇湘华天酒店 6层

爱康国宾长沙河西西中心分院 VIP 部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49 号西中心大厦（汽车西站旁）T1 写字楼 4层

爱康国宾长沙湘府东路双塔国际分院

VIP 部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 258 号双塔国际广场 A 座 2层

爱康卓悦长沙八一桥华天酒店分院

VIP 部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593 号潇湘华天酒店 6层

株洲市 爱康国宾株洲天元华天大酒店分院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 1 号华天大酒店四楼

张家界市

爱康国宾张家界天门山华天大酒店分

院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办事处华天城华天大酒店贵宾楼 5楼

爱康国宾张家界天门山华天大酒店分

院 VIP 部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办事处华天城华天大酒店贵宾楼 6楼

惠州市 爱康卓悦惠州江北佳兆业广场分院 惠州市江北【城市地标·佳兆业 ICC】写字楼 T1 座 7、8 楼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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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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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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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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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深圳快验保分院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汇滨广场二期裙楼 1-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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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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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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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深圳车公庙杭钢富春大厦分

院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31 号杭钢富春商务大厦二

楼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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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卓悦深圳快验保分院 VIP 部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汇滨广场二期裙楼 1-3 层

爱康卓悦深圳车公庙杭钢富春大厦分

院 VIP 部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31 号杭钢富春商务大厦一

层 104、105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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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座宏宇国金大厦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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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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座宏宇国金大厦二层

爱康卓悦佛山千灯湖分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灯湖东路 1号友邦金融中心一座 25 层

爱康卓悦佛山千灯湖分院 VIP 部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灯湖东路 1号友邦金融中心一座 25 层

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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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国宾东莞南城财富广场分院 VIP

部
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 2号财富广场 2楼

爱康卓悦东莞松山湖中国电子产业园

分院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二路 5号中国电子产业园 3号楼 201

南昌市 爱康卓悦南昌秋水广场香格里拉分院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翠林路 669 号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

绵阳市

爱康国宾绵阳高新火炬广场分院 绵阳高新区火炬北路附 21 号（交警四大队对面）

爱康国宾绵阳高新火炬广场分院 VIP

部
绵阳高新区火炬北路附 21 号（交警四大队对面）

德阳市
爱康国宾德阳文庙广场文华楼分院一

线 四川省德阳市区文庙广场 2号 1 幢 2-3 层

贵阳市
爱康国宾贵阳观山湖分院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龙泉苑街 9号独栋商业楼

爱康卓悦贵阳体育馆旗舰分院 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火车站体院馆内（原领袖 KTV）

遵义市 爱康国宾遵义银河路分院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银河西路公交综保基地 2号楼地上 1-6 层

都匀市 爱康国宾都匀云鹤路尚城壹品分院 贵州省都匀市云鹤路 45 号尚城壹品一至四楼商铺

凯里市 爱康国宾凯里永乐路分院 贵州省凯里市永乐路大地永乐家园 4层

铜仁市 爱康国宾铜仁金铜国际分院
铜仁市碧江区武陵大道“金铜国际 C区“1 栋 1层，4层 5层

毕节市 爱康国宾毕节松山路三江花园分院 毕节市七星关区市西街道松山路 95 号三江花园 B 栋 2层

六盘水市 爱康国宾贵州六盘水国贸分院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路 59 号（雨田广场五层）A 栋 501.B 栋

502.503

兴义市 爱康国宾兴义印象兴义分院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桔山办金州体育城 B5 印象兴义地块 13 号楼

银川市

爱康国宾银川光明广场国贸中心分院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6 号国际贸易中心 C 栋 3层

爱康卓悦银川北京路大世界分院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106 号国际贸易中心 C 栋 3层

爱康卓悦银川北京路大世界分院 VIP

部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大世界商务广场 E座 5 层

固原市 爱康国宾固原华祺饭店分院 固原市原州区北京路华祺集团 A 区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