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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省 市 区 地址 

北京优贝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南环中路 24 号 

北京优米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太平庄中街天通西苑 1 区 25 

北京仁爱口腔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北京通州区仁爱口腔医院 

北京国医康口腔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鼓楼西街 11-5 号  北京国医康口腔门诊 

北京皓丽口腔诊所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双惠苑甲 3 号 

北京西诺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2 号院 1 号 

北京恒美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 124 号 

北京倪氏威尔默口腔（多点云）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53 号 

北京马泷齿科 康博乐口腔门诊部

（银河 SOHO 诊所）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东城区银河 SOHO-2 号 1 幢 3 层 10319 室、10321 室 

佳美口腔 金融街旗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市金融大街 27 号投资广场 B 座四层（近百盛购物中心） 

佳美口腔 保利经典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4 号保利大厦 3 层 

佳美口腔 阜成门门诊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5 号 1-4 号 

佳美口腔 月坛店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市月坛南街 9 号（近北京儿童医院） 

佳美口腔 国贸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光华路国贸三期西侧诺安基金大厦 1 层底商 

佳美口腔 三里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新东路 10 号楼逸盛阁 A 座 1 楼 

佳美口腔 三元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三源里北小街 8 号（南银大厦对面） 

佳美口腔 亚运村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甲 56 号 3 层 3-11 

佳美口腔 大悦城旗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北路 107 号院 58 号 1 楼（朝阳大悦城） 

佳美口腔 望京广顺桥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河荫中路望京西园二区京电底商综合楼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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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东湖国际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东湖国际中心 1 号楼第 102-1 

佳美口腔 西坝河店 北京市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西坝河南路甲 1 号院 1 层 

（近 13 号线柳芳站） 

佳美口腔 劲松门诊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58 号富顿中心 C 座 104 室 

佳美口腔 双井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29 号九龙花园 1 号楼 C 座 3 号 

佳美口腔 潘家园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潘家园路潘家园南里 25 号楼裙房 1 号 

佳美口腔 酒仙桥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将台路乙 2 号海润国际公建商业 6A 底商（丽都饭店南侧） 

佳美口腔 华贸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华茂购物中心三层 L343-L346 

北京赛德阳光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 A 座 3 层 

北京市佳美美日康口腔门诊部有

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珠江帝景 B 区北 109 号 

北京马泷齿科皓康美齿口腔门诊

部（国贸诊所）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尚都 soho 北塔 2 层 2256 室 

北京马泷齿科 康雅口腔诊所（朝

外 SOHO 诊所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乙 6 号朝外 SOHO-B 座底商 0131 室 

北京大屯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 6 号楼 105 

北京圣贝口腔医院（南磨房）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区南磨房 16 号院甲 2 号楼 

合众齿科(朝外总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 12 号昆泰国际大厦 1 层 

合众齿科国际美齿种植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乙 12-36 

合众齿科望京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阜安东路 

朗朗口腔(广渠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44 号 4 号楼北人泽阳大厦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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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美口腔（太阳宫）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区西坝河西里 2 号楼。西坝河公交站点即到国美电器对面，工

商银行旁 10 米。马路西南侧面朝东北角 

冠美口腔（双井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北人泽洋大厦，一层冠美口腔 

冠美口腔（平乐园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友金大厦 1、4、5、6 层（西大望路

与南磨房路交叉口东北角） 

合众齿科总院种植中心正畸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19-4 号 

合众齿科(总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望京花园西区 111 号 

北京普尔口腔诊所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在成 A 做 0324 

合众齿科(潘家园分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海文大厦一层(地铁 10 号线劲松站 D 口

往前 150 米) 

合众凯瑞齿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倚林佳园 19 号楼 112 号 

维恩口腔常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龙湖长楹天街商业街东区 108 

合众齿科福熙店 北京市 北京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清河营东路 1 号院 17 号楼二层（建设银行旁边） 

威尔默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53 号（南侧） 

北京卓马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6 号楼 6-1 

合众齿科仰山路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28 号院 3 号楼 1 层商业 103 

合众齿科(百子湾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金都杭城底商 101-12(近大成国际) 

合众齿科(望京分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阜荣街 8 号朝庭公寓 1 楼 1B1C(望京华堂商场对面) 

北京梅瑞中海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外大街光华东里 8 号中海广场商业楼 3 层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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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健殿望京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望京广顺北大街 33 号福泰中心 1 层 

冠美口腔（南方分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育芳园 19 号（丰台东路）首航超市附近。走 750 米 

纪家庙路往南 红绿灯往西走丰台东路 路北就是门诊 

冠美口腔(花乡分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万年花城万芳园小区 19 号楼底商 12 号（地铁 10 号

线首经贸 D 口出对面） 地址是丰台区万芳园一区 19 号楼 12 号冠

美口腔底商（10 号线首经贸地铁站 D 口出马路对面） 公交车路线

有 67 路 351 路 692 路 912 都到门口首经贸站 

冠美口腔（方庄分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紫芳园 3 区 4 号楼低商 101 室 

诺美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路 154 号院 3 号楼底商 

合众齿科(增光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7 号 

冠美口腔（紫竹桥店） 北京市 北京 海淀区 紫竹桥北公交站    下车后，往回走（往南方向）200 米，左手边光

源工艺品大厦，沿着左手边向东的方向走 100 米，会看到左手边

（果香四溢水果店）或紫竹桥社区服务站，在沿着路边向前走会看

到交通银行，在往前 50 米就是咱们门诊了 

冠美口腔（新兴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1 号海育大厦底商（永和豆浆/国美电器旁） 

北京圣贝口腔医院（万柳）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                                                                                                                                                                                                                                                                                                                                                                                            

北京名一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叠风路 15 号院福溪家园南门底商 

北京恒瑞口腔（小西天）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路志强南园 8 号 

佳美口腔 紫竹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紫竹院路 88 号紫竹园 D 座 

（近香格里拉饭店 

佳美口腔 白石桥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白石桥甲 48 号 2 号楼（国家图书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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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清华科技园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清华科技园 A102 室 

佳美口腔 苏州街门诊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苏州街 12 号西屋国际 C 座-203B 

佳美口腔 永定路门诊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0-1 号（永定路与复兴路交口东行 70 米路

北）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方圆大厦 4 层 

京仁博爱口腔荣京道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开·荣京道 

北京博爱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双兴东区甲 9 号 

北京京仁博爱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亦庄开发区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 8 号院 27 号楼 2 

佳美口腔 中粮祥云小镇 北京市 北京市 密云区 北京市安泰大街 9 号院中粮祥云小镇北区 4 号楼 204 室 

北京立宝西尔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经济技术开

发区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8 号院 8 号楼 1 层 101 

上海正睿（美冠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西路 797 号 

上海拜博康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 5000 弄 5 号 306 室 绿地风尚广场 

上海拜博宝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 1272 号 6 楼（近海江路） 

上海拜博康乾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 510 号 2 楼 

上海拜博南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 3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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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拜博虹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 280 弄 17 号 B1-20 

上海拜博龙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 388 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广场 B-04-12 

上海拜博金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138 号无限度广场 4 楼 416-418 号 

上海拜博乐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佳美慧丽口腔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0 号 3 楼 

上海马泷口腔 置略口腔门诊部

（新天地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黄浦区合肥路 215 号精益商务楼 4 楼 

上海马泷齿科 丽洁口腔门诊部

（香港广场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黄浦区淮海中路 283 号香港广场南座 903-908 室 

上海马泷齿科 澄心口腔门诊部

（K11 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黄浦区淮海中路 300 号 4501 室 

上海马泷齿科逸雅口腔门诊部

（明天广场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黄浦区南京西路 389 号明天广场裙楼 3 楼机遇中心 31-45 号 

上海拜博昌仁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18 号港陆广场 6F 

上海拜博悦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 288 弄 77 号 501 室 

维乐口腔美维晶门诊（维乐洪德

路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洪德路 242 号、裕民南路 1747 号 204 室 205 室 

上海正睿（嘉一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福海路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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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慧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石化街道龙胜路 628 号 

瑞尔齿科大宁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777 号大宁音乐广场 J-401 室 

佳美经典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 410 号 

九江市超美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九江市浔阳区塔岭北路 80 号（新一菜场坡上） 

上海静安世佳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寺街道镇宁路 168 号永兴商务楼西楼 4 楼 

上海维乐口腔（灵石路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5 号楼沿街 107--109 

上海维乐口腔敏菲店（维乐南京

西路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路 1576 号 5 楼 

维乐口腔埃齐店（维乐陕西北路

金鹰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278 号金鹰广场 4 楼 

维乐口腔百高店（维乐陕西北路

科恩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66 号科恩国际大厦 2105 室 

上海爱登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 975 号 2 楼 

上海拜博静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68 号晶品大厦 5-13 

维乐口腔奥美店（维乐长寿路门

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区长寿路 1051 号（达安花园 2 号门） 

瑞尔齿科（静安公园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浦西，静安区）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440 号阿波罗大厦 102

室（旧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 号恒隆广场 512 室） 

上海拜博博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卢湾区 上海市卢湾区徐家汇路 338 号东方天地 3F 

上海正睿（正丰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3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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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口腔上海康贝佳分院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1050 号 

上海齐悦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闵行区吴中路 1068 号 3 楼 M 座 

上海拜博广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3366 号 L424B 号单元 

上海拜博吉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 288 号乐虹坊 3 楼 

瑞尔齿科（上海万象城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 号万象城 602B 

瑞尔齿科（虹桥天地）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688 号虹桥天地购物中心 6 楼 

上海拜博万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 弄虹桥万科中心商场 2 层 T2-203-205 

美年口腔(齐鲁大厦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店(齐鲁大厦) 

上海奥华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汤臣金融大厦 

上海拜博喆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梅花路 1099 号 221、222 室 （近芳甸路） 

上海皓星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727 号 1 楼 

维乐口腔维乐怡店（维乐海趣路

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趣路 208 弄 28 号 413-

415 单元 

维乐口腔美维云店（维乐银城路

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66 号尚悦湾 412-414 室 

维乐口腔爱茜门诊（上海维乐年

家浜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 bang 东路 238 号绿地缤纷广场 218

单元 

上海维乐星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2229 号复地活力城 L40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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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泷齿科 艾丽特口腔门诊部

（金桥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58 号银东大厦 2 楼 E 座 

上海拜博柏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1275 号 201—204（近紫槐路） 

上海拜博达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沪南公路 3439 弄 25 号（万达美食街） 

瑞尔齿科（世纪大道）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 2 楼越秀大厦（原宏嘉大厦）206 室 

瑞尔齿科（联洋）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19 层 A 区 

瑞尔齿科（碧云）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云路 1208 号二楼，靠近红枫路 

瑞尔齿科（正大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 168 号正大广场地下一层 F16 室 

瑞尔齿科（上海中心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 2203 室（上海中心大厦 2203） 

瑞尔齿科（时代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500 号 417 室 

维乐口腔美达店（维乐延长西路

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 586 号 2 层 

瑞尔齿科（古北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浦西、普陀区） 

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长风大悦城 402 室 

维乐口腔美维馨/万业店（维乐远

景路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远景路 662 号 2 楼 

上海天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 528 号 

上海正睿口腔（伊尔意口腔门

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路 222 号一层（地铁上海西站 3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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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拜博星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300 号 4157 室（环球港 4 楼） 

上海秋左启瑞口腔（华瑞门诊

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青浦区华新镇新凤中路 1831-1833 号 

上海秋左启瑞口腔（尚泰门诊

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青浦区徐泾镇尚泰路 502 号 

上海秋左启瑞口腔（洋鑫门诊

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青浦区徐泾镇盈港东路 1918-1922 号 

上海秋左启瑞口腔（清雅门诊

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青浦区赵巷镇赵兴路 86 号 

上海洁冠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 441 号 

上海洁冠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 441 号 

上海赵重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赵重公路 2778 弄 9 号 

上海青浦中博口腔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 499 弄 2 号楼港隆国际广场内 

松江华尔康连锁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 62-74 号 

上海拜博松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区光星路 1572 号 1 楼、2 楼 

上海圣康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上海市长宁路 515 号 

维乐口腔德光店（维乐虹桥路门

诊）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536 号 1-2 层 近徐虹北路口 

维乐口腔缔林店（维乐苍梧路门

诊）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苍梧路 39 号近宜山路 

美年门诊部（小木桥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小木桥路 251 号天亿大厦 1-3 层（徐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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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吉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 596 号绿地中心 A 座一楼 

上海壹佳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龙水南路 293 号 

瑞尔齿科（徐家汇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华山路 1751 号海斯大厦二楼 

上海拜博浦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 9 号家乐福 4 楼 

上海拜博六和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 1192 号（和平公园对面）靠近控江路 

上海沪雅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627 

上海拜博翔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1088 号凯迪大厦 2 楼 201 室 

美年门诊部（杨浦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88 号创智天地 7 号楼 501 口腔科 

上海智星口腔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国霞路 458 弄 6 幢 5-12 号 

上海维乐口腔国亮店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485 号 

上海美维口腔医院罗罡儿牙全科

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安波路 998 号创智汇园区南门 3 号楼 5 层 

上海拜博荣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闸北区 上海市闸北区寿阳路 99 弄协信星光广场 17、18、19 号 L2 层

S202 号 

瑞尔齿科（新天地）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浦西，黄埔区）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企业天地 2 号楼 2 楼 

瑞尔齿科（名人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浦西，黄浦区）上海市南京东路 300 号名人购物中心 4 楼 404 室 

瑞尔齿科来福士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黄埔区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268 号，来福士办公楼 2 楼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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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门诊部（天山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美健门诊部 2 楼，长宁区天山路 8 号（天山路靠近中环高架） 

上海协舒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上海市长宁区  

上海圣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386 号文广大厦 2 楼 

上海马泷齿科 永颜口腔门诊部

（永颜诊所）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区水城南路 59 号明珠大楼 5 楼 

上海丽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52 号 101 室、102 室 

上海永华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 311 号 

上海拜博美科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 33 号广场大厦一层东北侧耳房 

上海拜博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789 号 3 楼 B 座 

上海维尔仁合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 798 号 

上海拜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5027.5029 室 

美年口腔(长宁区 8 号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店(长宁区 8 号) 

维乐口腔万盛店（维乐定西路门

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467 号 

维乐口腔格林店（维乐荣华东路

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荣华东道 96 号 

维乐口腔城田店（维乐中山西路

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中山西路 1065 号中山 SOHO 广场 B 座 311 室 

瑞尔齿科（虹桥）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111 号扬子中心一楼东侧 

广州市华强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112 号 

广州全家福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114 号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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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龙济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市白云区长红竹园自编 8 号 

佳美口腔门诊部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荟翠雅苑 

广州德伦口腔江南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业路 7 号（单号）102 房 202 房 

广州德伦口腔滨江分院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区东路 712 号 101 房 

广州市健祥口腔门诊部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108 号燕汇广场 4 楼 

广州市海珠惠尔口腔门诊部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 号 

惠州市恩笑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惠城区 惠州市惠城区旭日二路 9 号丽景新天花园 3 栋 2 层 02 号 

惠州斯麦尔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惠城区 惠州市惠城区演达大道 2 号海信金融广场 5 层 01 号 

广州华医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新塘大道中 130-1 号 

广州穗江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荔湾区荔湾路 46 号 

广州优雅联合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林和东路 285 号 天安人寿中心 2 层 

佳美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13 号 

广州马泷齿科皓康口腔门诊部

（珠江新城诊所）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 401 房自编 01 单元 

佳美口腔(员村二横路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1 号(近天河区政府) 

瑞尔齿科（中石化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 B 塔 24 层 06-12 单元 

瑞尔齿科（甲子花园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663 号一层 

瑞尔齿科（天河城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城大厦东塔 12 层 1206-7 单元 

瑞尔齿科（心艺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龙盛街 34 号商铺 

瑞尔齿科（猎德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84 号优拖邦 1 座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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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大夫口腔 同穗江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越秀区环市东路 472 号 

广州马泷口腔置略门诊部（东峻

诊所）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越秀区东风东路 836 号东峻广场 3 座 12 楼 

佳美口腔美齿中心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 180 号嘉裕.君玥公馆 C 座 2

楼(地铁珠江新城站 A2 出口) 

广州德伦粤垦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120 号 109 铺、110 铺、111 铺 

广州德伦粤保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2 号一层至 3 层 

广州雅度口腔门诊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569 号 

广州拜尔成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13 鸿翔大厦 203C 

广州拜博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IFC（西

塔）5101 

广州广德诊所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IFC（西

塔）708 

广州拜博维思顿牙科门诊部有限

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天河区东圃大马路雅怡街 52 号 2 楼 

广州越秀圣贝口腔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611 号 

美年口腔（亚洲大酒店）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之一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 4 层 

广州壹加壹美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三马路 1 号(东风东路与建设三马路交叉口) 

佛山诺尔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黄岐金沙洲建设大道北 22 号（浪险侯中心圆润四季椰子鸡旁彩云

自然酒店 2 楼 

广州佛山臻皓熊恕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联安西约村恒地商贸综合楼首层东侧 12 13 号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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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君美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卫国路 207 号 

爱顿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32 号首层(近财联大厦) 

爱顿口腔三水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三水区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广海大道中 39 号 1 座 1-2 楼 

广州顺德德伦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升平居委会清晖路 82 号 

爱顿口腔(禅城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卫国路 1 号 

广东雅博口腔 广东省 普宁市   流沙西街道流沙大道西电力工业局 

东菀市大朗星超口腔门诊部 广东省 东菀市 大朗镇 广东省东菀市大朗镇长塘社区美景中路 281 号一楼 4 号铺 

东莞东城世博院门诊部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区 东莞市东城区世博广场 H 区（沃尔玛旁） 

美齿健口腔诊所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 东莞莞城万寿路 67 号  

东莞拜博黄江门诊部 广东省 东莞市 黄江镇 黄江镇环城路棕榈泉商铺 25 号 

东莞壹加壹整形美容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路 24 号海悦商务大厦 1-3 层 

东莞南城拜博口腔门诊部（旗舰

店）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82 号腾龙商务中心 5 楼 

东菀市百佳玛利亚妇产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东菀市南城区玛珑创意园 

东莞好佰年口腔（3 家） 广东省 东莞市 寮步镇 虎门

万达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世博广场 H 区 4 楼（东城总院） 

恒好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黄金路 888 号 156-160 铺 

东莞伶牙俐齿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松山湖高新

区 

工业北三路保利红珊瑚 3 栋 26、27 铺 

东莞好佰年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大朗镇 东莞大朗镇港头社区富康路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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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恒生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大朗镇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长盛南路 163 号 101 

东莞长安拜博 广东省 东莞市 长安镇 东莞市长安镇荣昌街 5 号 

利尔口腔·东莞菀城 广东省 东菀市 莞城区 东莞市莞城区万科中心 6 号楼 214 号商铺 

利尔口腔·东莞同济 广东省 东菀市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镇西南路 171 号-175 号同济光华口腔中心 

佳美口腔科 广东省 珠海市 金湾区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永盛巷与美平一街交汇处附近 

佳美口腔诊所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29 号 

珠海拜博拜尔有限公司拜博口岸

诊所 

广东省 珠海市 市辖区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购物广场大堂左侧 G1110 铺 

珠海拜博口腔吉大门诊部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景山咱 222 号百货广场 3 楼 C2 块之六 

珠海拜博口腔拱北门诊部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南配楼 2 层 A2 

珠海拜博口腔柠溪门诊部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345 号 

珠海拜博口腔医院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46 号（888 巴士站旁） 

珠海拜博口腔华发门诊部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大道 8 号，华发商都 C 馆（西门） 

珠海爱思特医疗美容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桥光路 69 号 

徐博口腔诊所 广东省 中山市 石岐区 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民富路 8 号 14.15 卡 

张祖氏口腔 广东省 中山市 坦洲镇 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界狮南路 63 号中澳世纪城 15 号 

好民生口腔(富业店) 广东省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市富业广场 2 楼 

中山好民生口腔门诊部 广东省 中山市 石岐区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 38 号民生大厦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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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拜博口腔科技园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路 10 号汇景豪苑裙楼科技园购物中心 3F-09A、

3F-11B 

深圳拜博口腔中和门诊部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雷圳碧榕湾海景花园商业楼二楼 

深圳拜博口腔南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与南新路交汇处英达钰龙园裙楼负-A10 

深圳拜博口腔康乐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康乐大厦裙楼 K3005-1 

正夫口腔（中洲明星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一道 88 号中州控股金融中心 A 座 5 层

（海岸城对面） 

正夫口腔（南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四季丽晶首层 1 号商铺 

正夫口腔（赛格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山赛格电子市场一楼旁 

正夫口腔（蛇口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花果路 3 号 

正夫口腔（马家龙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玉泉路麒麟花园 B 区 6 号楼 2A（福满家超

市二楼）国税局旁边 

贝齿美口腔（南山旗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南山区万花筒健康荟 2 楼 

正夫口腔（雅园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招商东路与海月路交叉口后海理想雅园 101-3A 

深圳美奥口腔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289 号 

深圳马泷齿科 瑞思口腔门诊部

（南山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南山区世纪假日广场瑞思中心 A 座 31 楼 3108-3115 室(世界之窗

斜对面的金色大厦) 

深圳马泷齿科 爱马口腔诊所（爱

马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南山区深南大道 9998 号万利达科技大厦 1 楼 104 室 

深圳科兴好佰年口腔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学园 B 栋 B3 单元 601 

瑞尔齿科（南山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南山区）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 21 号恒裕中心 A 座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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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尔齿科(振业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南山区）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与前海路交汇处振业国际商务中

心 24 层 02、03 单元 

瑞尔齿科（欢乐海岸店)       南山区 

白石路 2021 号欢乐海岸蓝楹国际商务中心 4 楼 14 单元 

如开车地下停车场 G 层 C 区蓝楹国际商务中心电梯厅（电梯厅左边

是特斯拉专用停车位）需先乘电梯到一楼大堂让保安刷电梯卡再上

4 楼，出电梯左转走廊尽头 

杨俊口腔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罗湖区银湖路金碧路金康楼 S1-3 

深圳拜博口腔国贸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国商大厦北座东部商场 

深圳拜博口腔建设路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建设路友谊大厦 1-4 座裙楼 2 号之一，之二 

深圳鹏程医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3013 号长虹大厦 

正夫口腔（东门旗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罗湖区东门中路东门中心城 2F-08 号 

正夫口腔（罗湖东门店）和东门

旗舰店合并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金城大厦 3 座首层 3053 

瑞尔齿科（地王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罗湖区）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地王大厦写字楼 G3 层 2 单元 

河源市东华口腔医院 广东省 河源市 新市区 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红星路拜博东华口腔医院 

正夫口腔（龙华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塘居委会锦绣江南 II 栋 1053-1056  

深圳青柠檬口腔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观澜街道观城区平安路 68 号华领域广场一期 1 栋 B 座 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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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博口腔门诊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一路 673 号 

深圳格伦菲尔（龙华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和平路与清泉路交汇处(清湖地铁站 C 出口直行 50 米) 

深圳格伦菲尔（民治天虹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民治大道天虹商场斜对面(民治大道与民丰路交叉口潜龙

鑫茂花园 A 区 5 栋 116 号) 

深圳格伦菲尔（民治水榭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龙华新区民塘路水榭春天 5 期 5 栋 25 号(民新派出所对面) 

深圳格伦菲尔（民治润发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龙华新区民治大道大润发斜对面(农业银行对面) 

深圳启飞口腔(龙华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景龙新村东区 2 栋旁(启飞齿科) 

深圳启飞口腔(万众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万众家具对面(素兰妇科旁边) 

深圳启飞口腔(大浪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旺路大浪商业中心万盛百货旁(麦当劳对

面) 

深圳启飞口腔(观澜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道 416 号(兴万达广场斜对面) 

深圳启飞口腔(民治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 84 号(民治天虹右侧 100 米) 

深圳正恩口腔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新区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民丰路新茂花园 B 区 1 栋 201 

深圳格伦菲尔（龙岗布吉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市布吉百鸽路 361 号苏宁易购对面麦当劳旁 

深圳启飞口腔(坂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南路 106 号(五和地铁站 B 出口前走 30

米) 

美年口腔（坂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坂雪岗大道禾堂光街儒骏大厦美年大健康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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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拜博口腔布吉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大都汇大厦（布吉站 A 出口或东 4 出口） 

深圳润泽瑞尼丝医疗美容门诊部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南园社区科学馆地铁 D 出口 

深圳格伦菲尔（福田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福田区岗厦村福华路 322 号岗厦地铁站 A 出口直行 30 米(文蔚

大厦，岗厦牌坊旁) 

瑞尔齿科（卓悦汇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卓悦汇购物中心 515 

瑞尔齿科（福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1006 号诺德中心大厦二楼 A 单

元 

瑞尔齿科卓越世纪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4 号裙楼 2 楼 L226-L22 

深圳拜博喜年口腔车公庙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喜年大厦 25 层。地铁 C 出口 

深圳拜博口腔财富大厦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 88 号（财富大厦 6 楼） 

深圳拜博口腔华强北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群星广场六楼 

美年口腔（华融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 号华融大厦四层慈铭体检口腔科 

美年口腔（红岭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埔尾路红岭大厦 4 栋 2 层美年口腔 

深圳拜博口腔医院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红岭中路 2016 号南国大厦 1、2 楼 

正夫口腔（华强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45 号国际科技大厦 5 层 

正夫口腔（岗厦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南路中深花园裙楼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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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夫口腔（皇岗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皇御苑皇城广场内裙楼 1050D 

正夫口腔（石厦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三街雅云轩 103A1 

正夫口腔（益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 11-23 栋连廊 

正夫口腔（梅林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东梅公寓一层南侧 01 号商铺 

佳美康惠口腔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富安社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N506） 

深圳马泷口腔置略门诊部（福田

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益田路 CBD 一号路时代金融中心 6 楼 B,D 

瑞尔齿科世纪汇诊所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交通银行大厦 19 楼 （交

通银行大厦入口，乘坐 16～23 楼电梯）（上海宾馆格兰云天大酒

店旁边 

深圳市壹家齿科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尚都花园 1 栋 119-121 商铺 

深圳拜博口腔福永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镇丰南路 8 号 

深圳科赫口腔门诊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麻布社区海城路 62 号 

深圳拜博拜博深博雅然居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四路 261-3 雅然居花园 

正夫口腔（西乡旗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新湖路圣淘沙骏园 11 栋商场 301-B   

正夫口腔（福永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福永街道塘尾社区幸福花园 10 栋 102、103 

正夫口腔（新安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中心区 N8 区金泓凯旋城 12 栋 157 

正夫口腔（书城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新安湖花园新云轩 F 座 97-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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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夫口腔（宝安中心）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天悦龙庭 B-113 

深圳启飞口腔(石岩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东路源益达办公楼一楼(启飞齿科) 

深圳启飞口腔(西乡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前进二路 77-3 号(金庄园 A 栋) 

深圳启飞口腔（沙井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沙路华润万家斜对面(万丰影视院旁) 

深圳格伦菲尔（宝安西乡分院）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建安二路 55 号流塘市场右对面 

湛江市珠江口腔医院 广东省 湛江市珠江   湛江市海滨大道南 68 号 

汕头华美口腔中心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市金砂东路 127 号 华侨商业银行大厦首层 

汕头牙博士口腔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市金砂路 133 号建信大厦 

肇庆民和医院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豪居路 59-61 号 

天津塘沽瑞德口腔门诊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长春里底商 3061 号 

天津瑞明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一社区（新加坡商品城对面） 

瑞尔齿科（天津国际大厦店）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75 号天津国际大厦 302 室 

健康生活齿科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与电台到交口佳怡大厦 D-2-901 

天津优贝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河东区津塘路雅泰公寓一号楼 

天津南开齐美口腔门诊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89 号 

天津南开雅尔口腔门诊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潭路与西湖道交叉口 

天津市南开区极橙口腔门诊部(有

限合伙)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 356 号 C92 创意产业园 

天津英伦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建设路锦绣家园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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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凤凰整形（天津祥芸医疗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金源路 203 号 

天津皓美雅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津街雍阳西道 498 号 

石家庄京州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桥东区 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58 号汇隆大厦 

美年口腔（桥西店）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桥西区 石家庄桥西区友谊北大街 75 号 

石家庄和协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桥西区 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101 号 

石家庄桥西王颖口腔诊所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桥西区 石家庄裕华西路与时光街交口世祥府邸 3 号楼 2 号底商 

康美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宝云街交叉口 1 号门店 

石家庄三博口腔北新街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北新街与市庄路交口瀚海商务一层 

石家庄三博口腔友谊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合作路 286 号，友谊大街与合作路交口西行 100 米路南筑凯

大厦一层 

石家庄三博口腔胜利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胜利北大街 178 号底商，胜利北大街与华新路交口南行 100

米路西 23 中 冀兴花园对面 

石家庄三博口腔慢城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西三庄街与天翼路交口北行 100 米路西 

石家庄三博口腔燕港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 28 号，育才街与东岗路交口西行 100 米路南 

裕华区永齐口腔诊所（卓达门

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翟营大街塔北路交叉口东行 150 米路北，卓达书香园北门对

面   

石家庄三博口腔种植中心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 28 号，育才街与东岗路交口西行 100 米路南 

石家庄三博口腔正畸中心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 28号，育才街与东岗路交口西行 100 米路南 

石家庄三博口腔万达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建华南大街万达广场北行 100 米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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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三博口腔保利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体育大街与南二环交口北行 50 米路西，保利拉菲公馆对面 

裕华区永齐口腔诊所（卓达门

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翟营大街塔北路交叉口东行 150 米路北，卓达书香园北门对

面 

新华区占芳永齐口腔诊所（新华

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新华路儿童活动中心南门西行 30 米路北 

裕华区精美永齐口腔诊所（大马

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谈固东街交口西行 50 米路北，大马庄园南门东行

100 米 

裕华区兴华永齐口腔诊所（东苑

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煤机街槐中路交口北行 50 米路西，东苑小学对面 

石家庄永齐口腔医疗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裕华口腔诊所（方北门

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裕华路体育大街交叉口东南角方北商务一楼底商 

裕华区永军永齐口腔诊所（众美

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建华南大街与南二环交口南行 200 米路西众美紫薇苑底商 

裕华区永齐口腔诊所（卓达门

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翟营大街塔北路交叉口东行 150 米路北，卓达书香园北门对

面   

石家庄美年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港路 75 号 世纪国际中心 

美年口腔（东岗店）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 75 号 世纪国际中心 

雅仕康口腔诊所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石家庄裕华区东岗路与体育大街交口东行 100 米路北 

裕华关健口腔诊所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石家庄裕华区谈固东大街 161 号 

红菊齿壹口腔诊所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青园街 298 号远见小区 20 号住宅楼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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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三博口腔星源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长安区广安大街世贸酒店北邻星源美天二层 

石家庄三博口腔 全博儿童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长安区建设大街 20号蜂巢购物中心 4 层 4014-15号 

石家庄芽芽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新区 闽江道 6号紫睿天和小区一号楼底商 4 号 

石家庄芽芽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新区 石家庄市裕华区昆仑大街 181号 

唐山牙博士口腔医院 河北省                                                                                                                                                                                                                                                                                                                                                                          路南区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新华道信息大厦东侧 

香河普惠口腔 河北省 廊坊市 香河县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新华大街欧陆小区门口东侧 

三河双诚口腔门诊部 河北省 廊坊市 燕郊开发区 河北省廊坊市北京东燕郊汉王路 

惠州市恩笑口腔医疗服务有限公

司 

河北省 惠州市 惠州区 惠州区旭日 2 路 9 号丽晶新天花园 3 栋 2 层 02 号 

景县龙华刘勇镶牙馆（刘勇口

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景县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龙华镇西外环 

益牙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景县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民医院西邻路北未来商城门口   

深州秦磊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深州市 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顺兴大街中通御景商业 6-01 

桃城王铁山口腔（素兰口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胜利路与中心街南行 200 米路东 

思迈口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河东万德福附近 

天宏医疗美容医院口腔科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河阳路 195 号 

秦皇岛中易口腔 河北省 秦皇岛 开发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长江中道 70 号 

衡水口腔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红旗大街 1515 号 

桃城思迈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京衡南大街河东汽车站北 50 米 

佰康口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榕花大街 392 号 

桃城嘉美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胜利路宝云街交叉口西北角百草堂西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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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艾迪牙科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永兴路吉美家居西行 50 米路南 

文菊口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永兴路与清平街交叉口北行 50 米 

桃城区美佳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永兴西路 806 号 

永良口腔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永兴西路与康复街交叉口北行 200 米 

王汝岭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大街 169 号 

桃城瑞安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河北省衡水市桃林区胜利路中华大街北行 50 米东仁电脑西 

衡水唯美惠形美容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桃城区 衡水市桃城区大陆世家华府 2 号楼 05 号 

枣强唯美口腔诊所 河北省 衡水市 枣强县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幸福城小区 1 号楼八号商铺 

三河伯牙口腔门诊部 河北省 三河市 燕郊开发区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燕郊阳光树口腔 河北省 廊坊三河市 燕郊开发区 河北省三河市 102 国道与燕灵路交叉口西 50 米 

三河靓美燕郊口腔医院 河北省 廊坊三河市 燕郊开发区 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海油大街 292 号 

保定牙博士口腔医院（有限合

伙） 

河北省 保定市 竞秀区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朝阳北大街 465 号商用 

保定市口腔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莲池区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裕华东路 557 号 

保定合众口腔门诊部 河北省 保定市 竞秀区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阳光北大街与天鹅路交叉口假日雅典城底商

870 号 

德鸿口腔医院（新年牙科） 河北省 保定市 望都县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中华街 50 号 

佳美口腔 河北省 保定市 唐县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仁厚镇园子东路金桥小区(唐县商场东南) 

佳美口腔 河北省 保定市 易县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泰元北大街与金台东路交汇处 

美奥口腔 河北省 沧州市 运河区 沧州市运河区万泰家园底商 16#-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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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河北省 沧州市 任丘市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北汉乡大石路文信家具展厅南 150 米 

佳美口腔 河北省 银川市 金凤区 河北省银川市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 1 号 

小叮当口腔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人民

路与长社路

交叉口北 50

米路东 

  

二七拜尔澳华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 79 号 

美年口腔（二七分院）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南三环与嵩山南路交叉口东南角艾菲尔时尚酒

店旁 

河南郑州二七德正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郑密路交口东北角 

郑州美皓口腔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河南省郑州市长江路 105 号玫瑰花园小区 2 号楼 1 号商铺 

拜博口腔大学路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南 50 米路西 

美年口腔（商都店）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都路与农业南路交叉口亚星投资大厦 1-

3 层（欧凯龙家具旁边） 

郑州惠济拜尔澳华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惠济区 河南省郑州市南阳路与宋寨南街交叉口博金商贸城 7 楼 

拜博口腔南阳路 河南省 郑州市 惠济区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路与宋寨南街交叉口博金商贸城 7 楼 

郑州华西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3 号附 4 号一楼东 

美年口腔（中州店）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三环福彩路 1 号山顶大厦 

郑州金水马泷口腔门诊部（郑州

大卫城诊所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金水区二七路与太康路交叉口丹尼斯大卫城 1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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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唯美斯医疗美容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经七路 39 号 

金水拜博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297 号（金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路

东） 

拜博口腔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紫荆山路与东里路交叉口 

拜博口腔农业路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郑州市农业路和经七路交叉口往东 50 米路南(河南省博物院斜对

面） 

泰安佳美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西南角 

佳美口腔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畅想公寓东北角 

和平佳美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龙区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富小区 A 区 

哈乐牙科连锁 河南省 洛阳市 吉利区 河南省洛阳市中原路 712 号(原小白兔口腔诊所) 

洛阳市洛阳拜博景华门诊部 河南省 洛阳市 涧西区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与长安路交叉口东 100 米 

洛阳东恒口腔医疗中心 河南省 洛阳市 老城区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定鼎广场底商 

洛阳市洛阳拜博六和口腔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西工区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 58 号春蕾大厦 

幼亨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龙区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展览东路 12 金太阳大酒店 

幼亨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龙区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关圣街与展览路交叉口东北 50 米 

新乡拜博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新乡市 卫滨区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中同街与一横街交叉口老公园南门拜博口腔  

新乡市益美口腔 星海国际分院 河南省 新乡市 红旗区 人民路与牧野路交叉口向西 150 米路南 

新乡市益美口腔 新一街分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与新一街交叉口向北 100 米路西美年大健康

体检中心院内 

新乡市益美口腔 新二街分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二街与友谊路交叉口向南 5 米路西二楼（黄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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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拜博海枫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焦作市 解放区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西苑小区门面房 13-1 号 

焦东牙康口腔 河南省 焦作市 山阳区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北段中弘名都城 

佳美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卫东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地质社区东南角 

佳美口腔(华诚大厦)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新华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 10 号华诚大厦 2 层 

商丘市睢阳区蓝天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商丘市 睢阳区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中段新城国际东门口 

鹤壁市淇河牙科门诊部 河南省 鹤壁市 淇滨区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二支渠南苑 46 号 

鹤壁市淇河牙科门诊部 河南省 鹤壁市 淇滨区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 209 号 

南阳梵美口腔 河南省 南阳市 宛城区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中南路职工医院西门斜对面梵美口腔 

哈尔滨拜博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 51 号 

优诺博士口腔(群力机构)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 518 号 1 栋金鼎文化广场一层 

哈尔滨圣宣口腔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外区 哈尔滨市道外区滨江街甲 56 号 

优诺博士口腔(文昌机构)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哈尔滨南岗区文昌街 22 号(文昌街与宣化街交汇处) 

哈尔滨拜博口腔医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 1 号 

哈尔滨拜博文昊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香坊区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133 号 

哈尔滨拜博利仁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香坊区 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路 172、174、176 号 

张丽口腔（汉祥店）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汉祥街 112 号 

张丽口腔（花园街）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副 12-6 号 

固尔口腔（让胡） 黑龙江省 大庆市 让胡路区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新潮街 205 号 

固尔口腔（新村） 黑龙江省 大庆市 萨尔图区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二路 7-21 号楼西侧让胡路区新潮街

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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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诊所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 尖山区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大岗南山 B 区市场正对面.(南山小区 C 区

17 号楼 2 单元 101 室) 

长春明雅口腔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永新路 759 正北方向 

长春拜博开运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与宽平大路交汇 

长春拜博西安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西安大路与康平街交汇处吉发广场 B 座 

长春拜博红旗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市朝阳区亚细亚后身，富锦路 444 号 

段氏口腔门诊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四通路 2242 

长春拜博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经开区 吉林省长春市经开区临河街与珠海南路交汇 

九台区刘丹口腔诊所 吉林省 长春市 九台区 九台三道街小商品北门东 30 米 

长春拜博朝阳桥分院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皓月大路 356 号，雷锋小学斜对面 

长春拜博汽开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锦程大街与文光路交汇 

绿园康达口腔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市绿园区南阳路 1255 号 

佳美口腔门诊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30 号 

长春拜博高新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市超凡大街与创意路交汇 

长春拜博二道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东盛大街与吉林大路交汇处 

长春拜博净月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临河街与南三环交汇 

长春拜博经开门诊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临河街与浦东路交汇处 

卓美口腔诊所  吉林省 长春市 乾安县 吉林松原市乾安 

志合口腔门诊部 吉林省 吉林市 昌邑区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东昌予与青年路交汇处 

佳美口腔 吉林省 白城市 镇赉县 吉林省白城市白城市镇赉县翰林学府 

佳美口腔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南平小区北侧 

佳美口腔 吉林省 白山市 靖宇县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新华路与靖宇大街交汇处附近 

佳美口腔 吉林省 白山市 临江市 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食品批发超市东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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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吉林省 延吉市 自治州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新民街与大通路交汇处附近 

佳美口腔 吉林省 延吉市 自治州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延吉中康医院西侧 

欢乐仁爱口腔 . 新民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新民市 沈阳市新民市辽河大街 113 号(建行东行 50 米清真寺对面) 

全好口腔（二十三部）沈阳二部

地址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联合路店：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 9 号。    

全好口腔（二十八部）沈阳吉祥

路店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联合路店：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 9 号。    

全好口腔（三十一部）沈阳草仓

路店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草仓路 21 号      

全好口腔（五十六部）大东路门

诊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 147 号 

辽宁拜博投资有限公司什字街 64

号 ）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大什字街 64 号 

全好口腔（六十一部）东顺街门

诊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 111 号   

沈阳大东拜博拜尔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购物中心绿中庭 5 楼 

欢乐仁爱口腔 . 大东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市大东区黎明四街 7-2 号 2 门(黎明服装厂对面) 

欢乐仁爱口腔 . 浑南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东陵区 沈阳市东陵区浑河堡沈营路 52 号 1 门(泛美华庭对面) 

朗朗口腔(浑南区店) 辽宁省 沈阳市 东陵区 沈阳市浑南区朗日街 10-14 号 6 门慧缘新村西门 

辽宁上口口腔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八经街 72 号 6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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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好口腔（四十九部）三好街门

诊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65 甲 4 号 

全好口腔（四十六部）太原街门

诊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 140 号          

沈阳和平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 90 号秋林公司 2 楼 

欢乐仁爱口腔 . 和平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28 号(皇寺广场车站西侧) 

沈阳马泷齿科 安联口腔门诊部

（万象城诊所）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和平区青年大街 288 号 501 房间 

沈阳和平马泷口腔门诊部（华润

大厦诊所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和平区青年大街 286 号华润大厦 30 层 07 单元 

沈阳和平百嘉丽口腔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 191 号 

全好口腔（四十一部）昆山路店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 1 号（9 门）  

欢乐仁爱口腔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广宜街 50 号(皮革鞋城对面)广宜乐购北 200 米路西 

欢乐仁爱口腔 . 沈河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 256 号(市委南 100 米) 

维尔口腔沈阳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北顺城路 9 号维尔口腔（广宜街乐购对面） 

沈阳康贝佳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 109 号 

全好口腔（五十部）  奉天街门诊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55 号门市 

沈阳玉齿口腔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令闻街 

全好口腔（二十二部）沈阳一部

地址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沈洲路 54 甲号   

沈阳拜博口腔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新北站路 69 号凯莱大酒店 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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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仁爱口腔 . 苏家屯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苏家屯区 沈阳市苏家屯区香杨路 79 号 8 门(河畔花城北门西侧 50 米） 

沈阳维尔齿科 辽宁省 沈阳市 苏家屯区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香杨路 79 号-4 门 

欢乐仁爱口腔 . 铁西分院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十一路 220 号 4 门(马大帅食府对面) 

全好口腔（三十九部）保工南街

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南街 60 号 6 门 

全好口腔（三十四部）沈阳贵和

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贵和街 9 号          

全好口腔（四十二部）兴顺街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 56-1 号 A 座 7 号        

全好口腔（四十部）艳粉街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艳粉街 18 号 1 门     

全好口腔（三十七部）艳欣街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艳欣街 14-1 门    

沈阳铁西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云峰北街 33 号 7 门 

全好口腔（五十七部）云峰街门

诊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云峰街 2-2 号 61 门      

沈阳马泷齿科 铁西康橙口腔门诊

部（ 星摩尔诊所）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铁西区北二中路 6 号（星摩尔 2F）F.C-04-05 

佳美口腔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城中花园 

佳美口腔 辽宁省 沈阳市 浑南区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泰莱 16 区南区 

大连德美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大连市金州区金马路 201-6 号 

佳美口腔 碧海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碧海尚城 0-C 号 1 层 15 号 

大连瑞宁口腔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 208A 号爱尔眼科 8 楼 

佳美口腔  华西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 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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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顺鑫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绿洲园 1 号 2 层 1 号公建 

佳美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 18 号 

大连佳美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民主街 18 号 

大连佳美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碧海尚城 7 号 

佳美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旅顺口区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忠诚街 40 号 

佳美口腔 胜利花园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91-1 号 2 层 

大连马泷口腔门诊部（恒隆广场

诊所）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西岗区五四路 66 号大连恒隆广场商场 310 号铺 

勃霖口腔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甘井子泉水 H3 区 16 号楼 

全好口腔（六十部）文体街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干新大街 3-1 号 3-2 号         

全好口腔（五十二部）马栏子门

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东路 83-11  

全好口腔（八部）湾家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东路红旗花园 23 号楼 

全好口腔（四十四部）千山路门

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千山路 79-12   

全好口腔（七部）山东路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 206 号       

全好口腔（二部）香周路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香周路 8 号            

全好口腔（五十八部）辛寨子门

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吉街 22 号楼-5      

全好口腔（十五部）机场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 18 号                

全好口腔（三十五部）大连高新

园区店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井子区七贤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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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好口腔（六十三部）富强路门

诊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市山东路商城 225 号公建 13-15 轴 

全好口腔（四十七部）中山公园

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沙河口黄河路 538 号 1 层          

全好口腔（六部）春柳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华北路 338 号       

全好口腔（三十三部）大连锦绣

路店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路 50 号        

全好口腔（一部）李家街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 64 号  

全好口腔（三部）南沙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街 135-1 号    

全好口腔（十八部）北甸街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641 号 

全好口腔（十四部）西南路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800-12 号      

全好口腔（二十六部）香沙街店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香沙街 100 号     

全好口腔（四部）兴工街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长江路 889 号  

全好口腔（十六部）星海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26 号 

佳美口腔 五四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长兴街 46 号 1-2 层 1-3 轴公建(五四广场邮

局旁) 

朗朗口腔(站前区店)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天兴花园内) 

全好口腔（二十七部）黄河路店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110 号  

全好口腔（十部）胜利桥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市西岗区胜利桥北 35 号     

佳美口腔 友好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 42 号迈克大厦一楼 

佳美口腔 豪森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346 号 1 单元 1 层 4 号 

全好口腔（五部）二七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市中山区丹东街 79 号      

全好口腔（十一部）解放路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2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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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好口腔（九部）寺儿沟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 190 号     

全好口腔（十三部）山屏街门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中山区山屏街 106 号      

全好口腔（四十五部）天津街门

诊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中山区天津街 127 号         

佳美口腔诊所 辽宁省 辽宁市 白塔区 辽宁省辽宁市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与新兴街交汇处附近 

丹东李振刚口腔诊所 辽宁省 丹东市 元宝区 丹东市元宝区中富街 32-1 号老银行对面 

丹东王艳华口腔诊所 辽宁省 丹东市 元宝区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大街 634-1 号 

佳美口腔诊所 辽宁省 本溪市 平山区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平山派出所南侧 

康美新区口腔 辽宁省 营口市 鲅鱼圈区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大街 46 号附近 

鲅鱼圈新区口腔医院 辽宁省 营口市 鲅鱼圈区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大街红旺广场交通岗东北角 

佳美口腔 辽宁省 营口市 鲅鱼圈区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港南公安派出所南侧 

佳美口腔修复所 辽宁省 营口市 西市区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紫文苑 

营口瑞宁口腔医院大石桥店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市大石桥市兴隆商城斜对 

营口瑞宁口腔医院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市金牛山大街镜湖公园南门 

朗朗口腔 辽宁省 营口市 站前区 营口市站前区盼盼路南 4-8 号 

嘉年华口腔 辽宁省 抚顺市 东洲区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富甲之邦一期二期之间北安路上  

合众口腔(顺城区店) 辽宁省 抚顺市 顺城区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东路 39 号 

皓晶齿科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路 1 号佳兆业小区南商网 10 号 

大维口腔(双台子区供销大厦

店) 

辽宁省 盘锦市 双台子区 双台子区渤海路(供销大厦北侧相邻) 

大维口腔(兴隆台区天丽店)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兴隆台区兴油街天丽商网(天丽岗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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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口腔(兴隆台区惠丰店)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兴隆台区人民路惠丰小区西北门北走 200 米路西 

鞍山铁东区时新代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新华街 33 栋 1 号 

辽阳映雪口腔医院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中华大街 109 号 

青山凯斯口腔门诊部 内蒙古 包头市 青山区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春光小区居然苑 2-12 号 

佳美口腔济南门诊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4 号玉兰广场 1 号楼 2 层 

亿佳口腔诊所 山东省 济南市 历城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龙路 1315 号 

济南拜博口腔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济南拜博口腔医院，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65-1 号 

济南美奥口腔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文化东路 53 号 

全好口腔（六十二部） 朝山街门

诊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朝山街 59 号  

全好口腔（五十三部）东关大街

门诊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东关大街 34 号  

济南维乐口腔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明湖东路 6 号维乐口腔医院 

济南历下一洲齿科诊所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摇头路 2-43 号 

济南拜博贝斯特口腔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天桥区 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 1771 号 

天桥浩瑞口腔诊所 山东省 济南市 天桥区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小清河北路香江花园往东 100 米 

桓台佳美口腔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桓台县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地税局小区西南角 

佳美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周村区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东街 588 号 

佳美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周村区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中路与东街交叉口东南角 

淄博博凡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高新区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魏家路西一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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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德信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临淄区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天齐路 67-3 号 

李于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东一街 

张店夏兴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 145 号甲 18 

张店夏日口腔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57 号淄博王府井广场 CD 幢名店大

街 39 号 

明钰口腔 山东省 烟台市 福山区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西山路福霖居小区 282-3 号 

龙口市维鑫口腔 山东省 烟台市 龙口市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北路 

刘洋永康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烟台市 招远市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千禧宾馆(罗峰路) 

烟台百仕口腔  山东省 烟台市 福山区 福海路 232 号（济仁医院旁） 

龙口陈学刚口腔诊所 山东省 烟台市 龙口市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港街道振兴路福臻园小区 7 号楼 7101 号商

铺 

烟台牙博士口腔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新海阳西街 3 号 

佳美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烟台市 福山区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市福山区长江路 18 号彩云城西区西北|振华商厦

旁 

华贝口腔 山东省 潍坊市 奎文区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 8110 号康桥水岸小区 

潍坊经济郑氏口腔医院 山东省 潍坊市 奎文区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与乐川东街交叉口西南 120 米 

潍坊佳美口腔 山东省 潍坊市 鸢飞路 潍坊市鸢飞路 958 号万达广场北首 4 楼 

威海舒好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威海市 环翠区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 128 号 

王红口腔诊所 山东省 威海市 文登区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 40-11 

爱溢口腔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金水路 183-3 万科生态城南门停车场内 

全好口腔 (二十部)峰山路门诊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李沧区峰山路 32 号      



 齿科护理可选机构 

机构 

 
                                                                                          *根据第三方服务机构业务调整，以下服务网点可能发生变化，请以实际可预约为准 

39 

全好口腔（四十八部）巨峰路门

诊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 179 号   

全好口腔（四十三部）南崂路店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李沧区南崂路 1119 号           

全好口腔（十九部）夏庄路门诊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 195 号-8   

全好口腔（三十六部）青岛振华

路店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李沧区振华路 156-14 号   

优家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哈尔滨南岗区文昌街 22 号(文昌街与宣化街交汇处) 

青岛拜博拜尔口腔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北区辽宁路 63 号 

青岛优诺博士口腔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北区辽宁路 94 号 

艾诺口腔市北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南京路 254 号 南京路和敦化路路口（敦化路侧）地铁 3 号线敦化

路站 B 出口 电话：0532-85655583 

全好口腔（五十九部）长春路门

诊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北区长春路 3-3 号            

全好口腔（二十五部）青岛辽宁

路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85-10 号 

全好口腔（二十四部）青岛延吉

路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 20 号甲。       

市北安军康诊所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商水路 44 号 

美年口腔（银海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市东海中路 30 号银海大世界美年大健康 2 楼 

艾诺口腔市南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江西路 107 号 （福苑小区门口）电话：0532-66991108 

全好口腔（十七部）西江路门诊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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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好口腔（二十九部）青岛南京

路店（正在装修，不接诊）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33-2 号   

青岛马泷齿科 合泰市南口腔门诊

部（青岛诊所）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市南区香港中路 7 号甲亚麦国际大厦 11 层 

青岛精而雅齿科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香港中路 10 号颐和国际大厦 A 座 12A 层 06-07 

美年口腔（福泰店）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8 号福泰广场 C 座美年口腔 

青岛拜博口腔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黄岛区 青岛市-香江路 20 号 

青岛优诺香港路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58 号（青岛饭店旁） 

李沧雅美康口腔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市临汾路 13 号 

菏泽市开发区美尔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菏泽市 牡丹区 菏泽市华英北路荷清园底商 

杜丽口腔门诊 山东省 菏泽市 牡丹区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路话都酒店楼下 

曹县雅至口腔诊所 山东省 菏泽市 曹县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珠江东路八一路口东 100 米路南 

郓城县佳美口腔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山东省菏泽市菏泽市郓城县东门街与唐塔路交汇处附近 

莱芜佳美口腔诊所 山东省 莱芜市 莱城区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河大道 85 号 

莱芜牙博士口腔（清水湾） 山东省 莱芜市 莱芜区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龙潭东大街 98 号清水湾南沿街楼 

莱芜牙博士口腔（胜利路） 山东省 莱芜市 莱芜区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鹏泉西大街 135 号沿街楼 

美年大健康（万兴都）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与涑河南街交汇向东 200 米万兴都国际

商业公园 2 号楼 

美年口腔（金阳店）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蒙山大道与金雀山路交口西北角(金阳花园小区

美年大健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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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刘子斌口腔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涑河南街与东岳庙街交汇东南初 

辰轩口腔 山东省 枣庄市 滕州市 枣庄市大同南路问天广场天客来西区门口(大同桥北 60 米路西) 

杜氏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城区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1 以北，渤海十六路-1 以西 

聊城口腔医院 山东省 聊城市 东昌府区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办事处振兴西路星光房产 1 号楼商

02-05 号 

滨州龄航口腔医院 山东省 滨州市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十路 669 号（黄河五路渤海十路交叉口往南 100

米路西） 

太原市小店区李海燕诊所 山西省 太原市 万柏林区 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上上城小区 A 座一层 

太原真美口腔门诊部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山西太原小店区高新科技产业区千禧·锦绣苑(A 区) 

太原众牙口腔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太原市大营盘东南角（太原并州路与南内环交叉口） 

山西众植齿科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太原市体育东路 69 号 

康康口腔 山西省 大同市 市辖区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西花园桃园中区底商 18 号商铺 

太原小店博凡口腔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西二巷 

太原雅美口腔连锁佳美旗舰店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真武路恒大绿洲西门正对面 

太原加加口腔门诊部 山西省 太原市 迎泽区 太原市迎泽区建设南路 73 号 31 幢 1-3 层 1008 号 1008 房 

长治长兴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长治市 城区 山西省长治市长兴中路 158 号 

佳美口腔 山西省 临汾市 曲沃县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南大街曲沃中学 

佳美口腔门诊 山西省 运城市 盐湖区 山西省运城市运城市盐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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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圣贝牙科医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桂溪西街 60 号 

成都华誉口腔（高新区） 四川省 成都市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复城国际广场 T3-20 

拜博口腔成都蜀光门诊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蜀光路 1 号 2 楼（潮皇阁酒店对面） 

拜博口腔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 4 段 166 号（财富又一城斜对面） 

美美牙科(牛沙路)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牛沙路 19 号附 35 号 

锦江华悦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芙蓉西路 448 号 

成都思迈口腔（建设路店）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路 15 号附 9 号 

成都思迈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 158 号附 5-6 号 

成都锦江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

（国金中心诊所）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号办公楼 2202 号 

成都锦江拜尔口腔门诊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 479 号晶蓝半岛二期 1 栋 

成都锦江欢悦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 68 号万达广场 2 楼 226B 号 

成都华誉口腔（锦江区）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源街 188 号天誉环球汇 3 栋底商 

成都博爱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路 1 号成都博爱医院 

成都锦江极光口腔门诊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新华街 7 号航天科技大厦 6F 

思莱口腔诊所 四川省 成都市 温江区 四川成都温江区江浦路 288 号洲际 亚洲湾 b 区 42 栋 2 层附 201

号 

拜博业丰口腔门诊部 四川省 成都市 旌阳区 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大道 1 段 373 号 

美美牙科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58 号附 6 号 

青羊佳美经典口腔诊所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中路一段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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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青羊天使口腔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凤路 19 号附 1 号 

成都圣贝牙科医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圣贝龙腾店：成都市武侯区龙腾东路 3 号 

成都武侯爱雅美齿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九号爱雅美齿口腔 

新桥口腔（武侯店）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市福锦路一段 622 号（万兴路口 

成都华誉口腔（武侯区）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富锦路一段 669 号（中筑-西府兰庭） 

拜博口腔成都武侯门诊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5 号 1 栋 2 楼 （红星美凯龙对面）  

成都武侯樱华口腔门诊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 69 号 1 栋 1 层 1 号 

成都市可斐口腔门诊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武侯区荟锦路 265 号 3 号楼 316 号 

新都瑞鑫口腔诊所 四川省 成都市 新都区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中断 801 号 

美美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 225 号-227 号 

旌阳思迈口腔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市  

旌阳思迈口腔二诊所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市鞍山路 18 号（天籁福楼下） 

新桥口腔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庐山南路一段 7 号 

绵阳艾家阳光口腔门诊 四川省 绵阳   经济开发区南湖街凤栖幸福南庭 253-17 号 

攀枝花明皓口腔 四川省 攀枝花市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临江路湖光大厦 4 层、5 层 

乐山英美口腔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313、315、317 号 

渝南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炒油场宗申青年国际 

重庆巴南何智强口腔门诊 重庆市 重庆市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 129 号附 69 号宗申青年国际 

重庆拜博口腔北碚口腔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北碚区 重庆市北碚区图书馆对面（千都商场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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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拜博口腔拜尔口腔北部新区

门诊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北碚新区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19 号 C 栋 4 楼 

重庆拜博口腔大渡口口腔门诊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大渡口区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 88 号壹街购物中心 A 区 1F01 号 

大渡口李刚斯迈尔口腔诊所 重庆市 重庆市 大渡口区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 70 号附 4-6 号 

重庆海狸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重庆市江北区天澜大道 57 号附 3 号 巴川中学对面  电话 67984622     

重庆海狸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大同路 608 号二楼 13368014411 酉祖娟口腔诊所 

重庆海狸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 几江街道七贤街 A 栋 8 号 15923305090 

上海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青龙路 96 号喜百年酒店 3 楼 

重庆众植博仕口腔门诊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沙坪坝区 重庆沙坪坝区三峡广场鑫源大厦二楼 

重庆海狸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龙升街 105 号 电话 67804911 

重庆皓齿健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湖彩路 63 号 

重庆拜博口腔拜博口腔解放碑诊

所 

重庆市 重庆市 渝中区 重庆市渝中区八一路 181 号谊德大厦 3 楼部分区域 

重庆美雅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渝中区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街 1 号 

佳美口腔 重庆市 重庆市 铜梁区 重庆市铜梁区城区群龙广场西南角 

杭州富阳徐林国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富阳区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天时苑(东区)南 50 米 

全好口腔（三十二部）杭州湖墅

南路店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391 号  

全好口腔（五十一部）信义坊门

诊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3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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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好口腔（五十五部）香积寺门

诊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杭州市拱墅区香积寺路 247 号 

杭州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远洋

乐堤港诊所）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拱墅区丽水路 66 号远洋乐堤港文化体验区（二期）一楼 

杭州青意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401 室 

民利口腔秋涛店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江干区静怡花园 4 幢底商 

美年口腔（江干区）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杭州市江干区城星路 59 号东杭大厦 3 楼 

全好口腔（三十八部）莲花街店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 308 号 

全好口腔（三十部）杭州文二西

路店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117 号  

全好口腔（五十四部）学院路门

诊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125-2 号     

杭州明星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杭州市萧山区明星路 205 号 

民利口腔萧山旗舰店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萧山区飞虹路 1717 号 

瑞尔齿科（欧美中心）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8 号欧美中心商业街 2 楼 F203 室 

星光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汀洲路 241 号 

宏达口腔诊所 

宏达口腔诊所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宏达路 3 号 

民利口腔复兴总店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上城区复兴南街道 227 号 

杭州民利口腔西湖店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上城区延安路红门局 36 号 

蓝庭口腔诊所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余杭区振兴西路 5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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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马泷口腔门诊部（嘉里中心

诊所）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下城区延安路 415 号嘉里中心 5 栋 501 室 

杭州盈盈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绍兴路 398 号国投大厦 1113 室 

杭州拜博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西湖区学院路 28 号德力西大厦二楼 

杭州拜合口腔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139 号 

杭州时光医疗美容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教工路 596 号 

瑞尔齿科（杭州大厦店）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208 号杭州大厦 C 座 CZ501 室 

杭州徽蔻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208 号 cz506 

杭州拜联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金鸡路 539、541、543、545 号 

瑞创雅浩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城人民大道 731 号桂花城北小区大门口 

瑞创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建设一路高运莱茵传奇 358 号 

民利口腔新塘店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瑞创口腔 25 号大街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 25 号大街 43 号宋都成光国际东门(地铁

一号线下沙江滨站) 

瑞创口腔（萧山分院）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四路 2621 

瑞创口腔市心北路分院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06 号 2 楼 

瑞创口腔康美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世纪大道 25-1 号 

瑞创口腔（新风分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风路 

康洁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城隍中路 30 号 

杭州拜仁口腔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881 号二楼拜仁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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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植得口腔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285 号 

杭州滨江区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长河街道安业路 8 号 

美年口腔（滨江店）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508 号海亮大厦 2 楼  

台州椒江拜博口腔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椒江区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东路 227 号 

台州五官科医院 浙江省 台州市 椒江区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山西路 39 号 

博爱佳美口腔 浙江省 台州市 温岭市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牧横路 

温岭大溪楠雅口腔诊所 浙江省 温岭市 大溪镇 德玖城北路 381-383 号 

义乌拜博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义乌市 定海区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稠州北路 516 号 

嵊州拜博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绍兴市 嵊州市 浙江省嵊州市鹿山街道长春路 128 号 

舟山拜博口腔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定海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 112 号 

丽星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宁波海曙区段塘街道新典路 552 号(丽星医美) 

宁波美年口腔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宁波市店(海曙区民通街 108 号) 

宁波海曙拜博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 50 号 

美年口腔（宁波店）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民通街 108 号 

宁波江北拜博拜尔口腔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江北区 宁波市江北区槐树路钻石广场 1 号楼 56-59 号 

宁海蔷薇永康口腔诊所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海县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科技大道 11 号 1-5 

宁波鄞州康奥世家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宁波市 鄞 yin 州区 宁波市鄞州区民安路 962 号 

宁波壹加壹美容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 

宁波海曙盛园恒美口腔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宁波市海曙区仓桥街 40 号 54 幢 102、 202 室 

诸暨欧莱美医疗美容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诸暨市 浙江省温州市诸暨市东一路 70 号文体大厦 

温州蓝芽口腔 浙江省 温州市 鹿城区 车站大道蒋家桥路 166 号（市文化馆正对面） 

温州李永玮口腔诊所 浙江省 温州市 鹿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大同巷 49 号 

金典口腔门诊 浙江省 丽水市 缙云县 丽水市缙云县东渡镇东渡大街 18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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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诊所 浙江省 丽水市 缙云县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复兴街 102 号 

美年口腔（嘉兴店）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九曲路良友国际 2 层 

嘉兴帝都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溪西路 1467 号 

嘉兴帝都口腔（盛世豪庭店） 浙江省 嘉兴市 秀洲区 嘉兴市秀洲区聚贤路 68 号 

乐清铭利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乐清市 虹桥镇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幸福西路 50 号 

南京蓝鲟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美奥口腔医院(湖南路店)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 14 号 

南京博韵口腔（鼓楼分店）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定淮门大街 4-2 号 

美奥口腔医院(云南北路店)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48 号 

南京科雅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江苏南京河西万达广场 E 栋 411 

南京洁宇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莲花路（地铁二号线油坊桥站）天迈广场 A1

楼 1 层 

浦江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市浦珠北路旭日爱上城创意园(中国燃气旁) 

南京博韵口腔（苜蓿园分店）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苜蓿园大街 16 号 

雅度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市新街口(德基广场旁) 

南京玄武马泷口腔门诊部（德基

诊所）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玄武区中山路 18 号德基广场二期写字楼 1403-1405 室 

新天地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南京市玄武区林仙鹤新天地广场 

南京雅植门诊部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88 号阳光聚宝山庄海棠街区 10 幢-7(卫生

站) 

南京江宁蓝鲟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新亭西路 101 号 

南京博韵口腔（总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上元大街 238 号 

无锡北极星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 99-B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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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雅仕康口腔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立信大道玉兰西花园 75-9 号(海岸城) 

无锡潘云口腔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怡园小区西南 50 米(震泽路北) 

无锡现代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嘉德广场)五爱路 106 一 1 号 

无锡美奥口腔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市梁溪区五爱路 58-3,58-4 号 

吉安牙博士口腔 江西省 吉安市 吉州区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福路 42-46 号 

赣州牙博士口腔 江西省 赣州市   江西省赣州市杨公路 5 号君嘉大厦 2 楼 

宜春拜博口腔医院 江西省 宜春市 袁州区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北路 888 号 

东台协和口腔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 江苏省东台市望海西路 233 号（西十字街交汇处） 

东台协和口腔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望海西路与人民路交汇处 

艾美莉医疗美容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人民南路瑞尔花园 20 号 

盐城牙博士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豪德商务南广场 2 幢 137-142  

通植口腔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豪德广场 2 栋 

常熟拜博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市珠江路 176 号（裕昆国贸酒店旁） 

苏州工业园区拜博美瑞口腔诊所 江苏省 苏州市 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200 号星海体育休闲中心五楼 

苏州工业园区拜博玲珑口腔诊所 江苏省 苏州市 工业园区 苏州市玲珑街 58 号玲珑邻里中心 2 层 

苏州美奥口腔(姑苏店)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1188 号 

维尔口腔 

威尔齿科昭阳口腔诊所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177 号 

苏州邦贝口腔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 496 号 

苏州康洁口腔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8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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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镇西环路 37 号 

佳美口腔门诊 江苏省 宿迁市 沐阳县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南京东路 93 号 

佳美口腔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准海中路 2-4 号 

佳美口腔诊所 江苏省 徐州市 沛县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敬安镇沛县第三人民医院 

上饶久久口腔门诊部 江西省 上饶市 信州区 江西上饶市信州区带湖路 48 号 

昆山市玉山镇牙仕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昆山市 高新区 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前进西路 1188 号 

苏州斯麦尔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苏州市 高新区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 211 号近泉屋百货 2 楼 

小白兔口腔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紫竹路 264 号 

常熟安澜口腔诊所 江苏省 苏州市常熟市 常熟市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黄河路 275 号城市之星 132 室 

万紫口腔门部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巨龙路同科小区西门向南 30 米 

安觅口腔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孔南路 37 号 

常州北极星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268 号 B 座 101 室 

常州北极星口腔门诊部(武进店)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新城南都 158-1 幢 101、201 号 

常州金鉑利牙博士口腔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北路 11-6 号     

常州谐禾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市新北区府西花园商铺 1-301.302 

常州南州口腔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怀德中路 116 号大润发对面 

常州北极星口腔门诊部(钟楼店)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常州市钟楼区劳动西路 201 号 

常州瑞邦口腔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116 号（大润发对面） 

美年口腔（常州店）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82 号澜天大厦一层 

创美永康口腔门诊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常州市钟楼区勤业路金地假日广场 3-187 号(勤业欧尚超市北门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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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瑞邦口腔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116 号（大润发对面） 

泰州拜博口腔医院 江苏省 泰州市 海陵区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 99 号 A 

泰州北极星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泰州市 海陵区 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南路 405 号 109.110.111 室 

靖江北极星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泰州市 靖江市 靖江市人民路 106 号（新跃桥南）新盛公寓 

镇江拜博口腔医院 江苏省 镇江市 润州区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 26 号领诚广场 4 楼 

南通伯雅口腔 江苏省 南通市 港闸区 南通市港闸区北大街美丽华商场商铺 11 号 

艺术剧院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八一大道 365 号（艺术剧院后门） 

南昌牙德安口腔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世贸天城 10 栋 106 号 

江西拜博口腔(象山北路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省南昌市象山北路 371 号（象山北路公交站） 

中山路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 138 号商会大厦二楼（华润万家旁） 

校龄口腔诊所 江西省 南昌市 进贤县 进贤军湖路 174 号(星光名庭斜对面) 

南京东路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京东路 565 号（藜嵩腊肉对面） 

尚东口腔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青山湖区尚东大道 18 号（地铁高新大道出口） 

解放西路门诊部 江西省 南昌市 青云谱区 解放西路 26 号天佑国际公寓（坛子口旁） 

南昌维乐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江西省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 会展路 999 号万达广场 1 号门旁（维乐口腔） 

拜博口腔红谷滩医院 江西省 南昌市 滩新区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725 号洪城时代广场 1 栋 1-3 层 

佳美口腔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西路 1009 号 

九江市超美口腔 江西省 九江市 浔阳区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塔岭北路 80 号（新一菜场坡上） 

佳美口腔 江西省 抚州市 广昌县 江西省抚州市抚州市广昌县大世界农贸市场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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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佳美口腔门诊部 江西省 上饶市 广丰区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博山路 

佳美口腔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站西路宝文国际花园 F 区 19 号 

芜湖壹加壹美容医院 安徽省 芜湖市 镜湖区 安徽省芜湖镜湖区文化路白金湾 15-1 号 

汤山县康齿口腔 安徽省 宿州市 砀山县 安徽省宿州市汤城镇蒂锦水岸 

安徽省铜陵渡江口腔医院 安徽省 铜陵市 铜官区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淮河大道南段 490 号 

阜阳仁和医院口腔科 安徽省 阜阳市 颍州区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 

佳美口腔 安徽省 安庆市 望江县 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回龙西路附近 

佳美口腔 安徽省 阜阳市 颍州区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市颍州区颍河西路 622 号 

佳美口腔诊所 安徽省 宿州市 埇桥区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湖.宿州市新城南侧 

六安嘉洁口腔门诊 安徽省 六安市 裕安区 六安市裕安区解放路明珠广场 F1  F2 西裙房 

安徽贝儿口腔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马鞍山路综合商务办公楼 1-2 楼 

巢湖世佳口腔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巢湖市 巢湖市北门转盘城市之光 H5 

安徽韩美整形外科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溪路 16 号 

合肥美奥口腔门诊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254 号 

西安壹佳壹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

司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务区白天鹅国际商务中心 B 座 1301 

蜀山门诊（暂未正式营业，可咨

询）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190 号银泰城 F2 

合肥靓美口腔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与淠河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 

合肥新站区安美口腔门诊部 安徽省 合肥市 新站区 安徽省合肥新站区北二环中兴西湖花园 4 幢 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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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高新区刘峰口腔门诊部 安徽省 合肥市 高新区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42 号维多利亚休闲度假别墅 S9-80 商业楼

S75 

宏业口腔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山区 安徽省蚌埠市宏业村龙湖一品小区北门宏业口腔 

安庆渡江口腔（大龙山） 安徽省 安庆市 宜秀区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集贤北路高速出口 100 米处(龙五超市附近) 

安徽省安庆渡江口腔医院 安徽省 安庆市 迎江区 安徽省安庆市华中路 40 号 

安庆渡江口腔（德宽） 安徽省 安庆市 迎江区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德宽路 446 号(德宽路第二小学斜对面) 

厦门贝朗德口腔门诊部 福建省 厦门市 海沧区 福建省厦门市新阳街道阳明路 39 号 

厦门峰煜口腔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88 号  

厦门思明悦妍医疗美容门诊部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禾路 289 号 

厦门思明悦妍医疗美容门诊部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禾路 268 号 

厦门登特口腔（思北店）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 号 

厦门登特口腔（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110 号阜康大厦 

瑞尔齿科（国银大厦店）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 号国际银行大厦 3 层 

厦门拜博口腔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79 号天湖苑 

佳美口腔 福建省 厦门市 同安区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南路 

福州博美齿科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 41-3 号 

美可普口腔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58 号福州豪庭 2502 

三颗牙口腔 福建省 福州市 晋安区 福州市晋安区五四北泰禾广场 2 号楼 05 店 

福州晶丽口腔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井大路 129 号柒星佳寓 1 楼 

易看牙口腔 福建省 漳州     

铭冠口腔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泉州市晋江市晋成路与大华路交汇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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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三元美达齿科口腔门诊部 福建省 三明市 三元区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胜利路 8 号 5 幢一层 2-5 号 

三明梅列美达口腔门诊部 福建省 三明市 梅列区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乾隆新村 350 幢一层 9 号店 

西安莲湖圣贝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登南路 2 号公园国际一层(丰庆公园对面) 

西安壹加壹医疗美容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东大街 399 号舜江广场 

恒美口腔高新路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市高新路 89 号云顶园 1 楼 （莲花餐饮北侧） 

拜博口腔科技路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 195 号世纪颐园 2 幢 2 层 

诺贝尔国际齿科（高新店）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与科技路十字东南角（枫叶新都市西

门往北 200 米） 

西安鼎秀齿科高新分院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市高新区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5 层 

雅至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209 号（新西蓝 1 期） 

西安未央海涛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经济开发区 西安经济开发区凤城三路富丽园小区 13 号楼 2 单元 201 室 

西安碑林渡梦家口腔(交大店)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东段兴庆南路 1 号交大出版传媒大厦 7

层 702-704 室 

西安鼎秀齿科曲江分院 陕西省 西安市 曲江新区 西安市曲江新区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2 层 

佳美康慧雁塔口腔诊所（西安旗

舰店） 
陕西省 西安市 曲江新区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翠华南路 500 号佳和中心 A 座 1 楼 10105 

  陕西省 西安市 市辖区 西安市翠华北路与南二环交汇处 

西安未央海涛口腔门诊部有限公

司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三路与开元路十字西南角富丽园小区 13 幢楼 1

层商铺 

西安拜博口腔亚泰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路盛龙广场室外步行街停车场东侧 

西安拜博口腔亚美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凤城四路雅荷四季城北广场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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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拜博口腔未央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五路西安中学对面 

拜博九二零口腔医院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市未央区太华路与凤城二路十字东北角（大明宫万达北侧） 

西安拜博口腔小寨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市小寨赛格国际购物中心 18 层 1802（小地铁 D 出口右手边电

梯 18 楼） 

西安赛德阳光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与科技六路十字东北角隆盛大厦 3 层 

西安市天润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三 

西安雁塔海涛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南段长丰园一区 4、5 号楼 1—4 层

4#5# 

西安长安固美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长安区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广场北路圣合二期北侧 

西安尤邦口腔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高新区高新路与科技五路交汇处西南角 

佳美口腔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东转盘十字以东 10 米 

佳美口腔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西路(火花转盘西侧十米) 

西安碑林海涛金花口腔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北路 95 号西安工业大学工会北二楼 

西安碑林赵海涛口腔诊所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东段 240 号门面房 

西安碑林海涛长庚口腔门诊部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34 号 3 幢 1 单元 10101 室 

佳美口腔 陕西省 铜川市 印台区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济阳路附近 

兰州爱牙口腔诊所甘南路店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陆桥音乐广场大门口 

兰州爱牙口腔皋兰路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路 105 号 

佳美口腔诊所 甘肃省 白银市 白银区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187 号 

佳美口腔 甘肃省 武威市 凉州区 甘肃省武威市武威市凉州区武威文庙综合市场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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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博口腔医院(天心阁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蔡锷南路与人民路交汇处 48 号天心华庭 1-2

层 

长沙市好大夫口腔门诊部有限责

任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开福区万达广场开福金街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万达分院)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与湘江中路交汇处万达总部国际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湘府院)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长沙市天心区五凌路 298 号湘府 9 号 2 栋 

拜博口腔医院(万家丽店)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万家丽中路万科金域华府 11 栋（湖南联通

旁） 

拜博口腔雨花亭门诊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云鼎公馆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人民路院)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市雨花区车站南路 785 号 

优伢仕口腔医院洁牙补牙拔牙

牙齿矫正中心 
湖南省 衡阳市 蒸湘区 长丰大道与船山西路交汇处蒸湘区政府斜对面 

长沙市岳麓区麦仕诚品口腔门诊

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西路与麓景路交汇处麓谷燕园裙楼二楼 

湖南利尔口腔·长沙河西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大道湘腾商业广场 1 栋 2 层、3 层 

湖南利尔口腔·长沙河东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55 号鸿铭中心商业街 K 栋 4 楼 

湖南利尔口腔·长沙城南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 18 号德思勤城市广场 B4 栋 14 楼 

湖南利尔口腔·长沙仁安 湖南省 长沙市 望城区 长沙市望城区普瑞大道与黄金大道交汇处仁安医院二楼口腔科 

佳美口腔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楼区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雷锋山社区北港路 416 号 

武汉壹加壹医疗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118 号光谷时间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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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洪山启美口腔门诊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 425 号南国大家装 A3 栋 9 号外铺 

优益佳南湖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洪山区学府林居 3 期 8-2-010、8-2-013 号商铺（方泰医院对面可

多超市旁边） 

优益佳光谷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洪山区雄楚大街 699 号文豪苑 4 栋 1 层 16 室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光谷分院）

不接洗牙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民院路 46 号一、二层（雄楚大道 BRT 民族大

道站） 

武汉 缀美口腔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昌区轨道交通 7 号线建安街站匠心汇 JAJ-01 

优益佳香港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江汉区香港路 324 号馨兰花苑（地铁 6 号线三眼桥站 B 出口)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常青分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一路福星惠誉福星城北区 4 栋 2 单元 1-2 层（维

乐口腔） 

优益佳大智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江岸区大智路大智街京汉大道 1038 号银泰大智嘉园 C 栋 1 层 18

室 

优益佳口腔后湖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海赋江城 C 地块 26 栋 18 号 1 层、19 号 1-2

层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大智路分

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 1058 号银泰大智嘉园 A 栋 4 楼 15 号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硚口分院）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09 号附 68 号汉口春天商铺（辛家地车站

旁） 

维尔口腔(龙源大厦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楚河汉街龙源大厦 2 楼 

优益佳湖北大学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820 号紫荆医院门诊二楼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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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益佳佳健口腔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道秦园中路 86 号佳健口腔门诊部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岳家嘴分

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166 号菩提金商务中心 2 层（维乐口

腔）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汉阳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0 号 A 座 1 层 2 号（运 7 酒店旁）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VP 诊疗中

心）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0 号同行商务 8 楼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钟家村分

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143 号汉商银座知音站台二楼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五里分院）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313 号景江御水天成 1、2 栋 1 层 12 室

（五里新村车站旁） 

优益佳罗七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汉阳区琴断口街街道百合路金龙花园(爱尔眼科医院对面) 

优益佳钟家村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汉阳区汉阳大道 56-3 号（老百姓大药房旁) 

优益佳黄金口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永丰街董家店社区董都华廷小区二期 5-12 号 

武汉冠美口腔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隆祥东街 8 号水墨甲秀雅园 5 栋 2 层 1 号 

武汉中山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大

东门门诊部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中山路 368-374 号金涛铭座 1 栋 1 层 10 室中山口腔 

武汉丽尔雅口腔新湾二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市汉江区新湾二路 64 号 

荆州楚星口腔医院 湖北省 荆州市 沙市区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 62 号中央华府北路（荧光灯厂对面） 

南宁爱柏乐口腔-南湖总店 广西省 南宁市 青秀区 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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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爱柏乐口腔-江南盛天地店 广西省 南宁市 青秀区 南宁市壮锦大道 27 号盛天领域 1 号楼 

洋紫荆口腔（茶花园门诊） 广西省 南宁市 青秀区 广西南宁区青秀区长园路 1 号昊壮南湖西岸一层 

洋紫荆口腔（嘉和城门诊） 广西省 南宁市 兴宁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嘉和城温莎北郡 B 区 

洋紫荆口腔（大嘉汇门诊） 广西省 南宁市 兴宁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降桥路联发尚筑附近 

洋紫荆口腔（东沟岭门诊） 广西省 南宁市 兴宁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东州路瀚林美筑 

佳美口腔 广西省 南宁市 横县 广西省南宁市横县公园路 

新佳美口腔 广西省 南宁市 横县 广西省南宁市横县迎宣西路 

广西柳州弗瑞斯美颜口腔 广西省 柳州市 柳州市 广西柳州南亚名邸 29 栋 1-13 

梧州时代口腔门诊 广西省 梧州市 长河区 广西省梧州市长河区新闻路 498-13 号  

佳美口腔 广西省 桂林市 象山区 广西省桂林市桂林市象山区安新南路 15 号江上一品 

桂林牙博士口腔春天口腔门诊部 广西省 桂林市 象山区 广西省桂林市象山区环城西一路 125 号 

云南拜博口腔仁义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北市区 云南省昆明市江东和谐家园 F7 栋 101 号商网 4 楼 

昆明雅度口腔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风东路 163 号 

云南拜博口腔世纪城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云南省昆明市世纪城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C 区 4 层 

云南拜博口腔金江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金江小区商铺 6—41 号 

云南拜博口腔新迎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小区北区新兴路 408 号附 8 号 

云南拜博口腔有限公司宝善街医

院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 52—58 号（原宝善大酒店 8 楼） 

云南拜博口腔三市街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三市街 26 号益珑大厦 B 座 4 楼 A14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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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拜博口腔有限公司度假区门

诊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54 号摩根道商业中心 

云南拜博口腔爱琴海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 448 号爱琴海购物公园 6 层 

云南拜博口腔梁源门诊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丽苑路 182 号与昆州路交叉口（西山区政府广

场旁） 

佳美口腔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鑫龙小区后院西北角 

云南拜博口腔大理拜博口腔医院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

州 

大理市 大理市下关镇关平路 29 号（血防研究所旁） 

云南拜博口腔楚雄拜博口腔医院 云南省 楚雄市 开发区 楚雄市开发区永安路 510 号 

云南玉溪舒尔口腔医院（南苑分

院） 

云南省 玉溪市 红塔区 东风南路 42 号 

云南玉溪舒尔口腔医院（会堂分

院） 

云南省 玉溪市 红塔区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 88 号财富时代 B 幢 

贵南凯丽口腔 贵州省 遵义市 湄潭县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花园街 1-3 号 

拜博口腔(花果园门诊部)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山南路花果园购物中心对面金融大厦 12 楼 1

号 

贵阳京州口腔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新添寨新天商业街 

拜博口腔枣山店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 2 号鸿基馨苑裙三层（老客车站旁） 

首信口腔诊所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北京路 1 号 

佳美口腔 贵州省 毕节市 大方县 贵州省毕节市毕节市大方县东桥路 36 号贵州省大方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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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贵州省 铜仁市 碧江区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北门口人保公司对面北门花苑二楼(雅芳婷楼

上) 

贵州观山湖东华口腔 贵州省   观山湖区 贵州省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世纪城金源街 371 号 

乌鲁木齐于氏天使口腔 新疆省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如意酒店三楼 

佳美口腔 新疆省 哈密市 市辖区 新疆省哈密市哈密市建国南路 37 号附近 

佳美口腔 新疆省 喀什市 市辖区 新疆省喀什市喀什地区南湖路恒昌三期 64-6 号 

海口龙华区德恩口腔门诊部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 2 号龙腾随园商铺 F-1 

鼎点口腔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中路置地花园南门 20 号商铺，国贸宜欣

城北门对面 

赛果口腔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义龙东路 27 号诚泰大厦 

海口龙华植之道口口腔诊所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南沙路 43 号 

海南拜博口腔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白坡里 336 号 

海口马泷齿科 乐康口腔门诊部

（海口诊所） 

海南省 海口市 美兰区 美兰区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4 楼 401 室 

拜博口腔种植中心 海南省 海口市 美兰区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105 号，省彩票中心附近 

海口龙华宝岛口腔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金银广场惠财大厦 2 楼 

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 海南省 海口市 琼山区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万家惠超市 4 楼 

海南光华口腔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琼山区 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 97-1 号乾坤华源大厦 2 楼 

西宁西都口腔门诊 青海省 西宁市 城西区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0 号-20 号 

青海互助刘红恩口腔 青海省 互助县 威远镇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富民路商业街 C-6 号楼 1 号 

呼和浩特华医口腔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乌兰察布东路万达三期步行街南口 

呼和浩特红十字口腔门诊部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健康街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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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门诊部

凤凰北街店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领秀一居商住楼 4 号营业房（中山公园西门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总店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79 号（市医院急救中心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附院店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823 号（附属医院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福星苑

诊所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 131-7 号（北安小区对面） 

和仁堂口腔粉色海豚儿童口腔 正

畸工作室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33 号（市医院对面） 

和仁堂口腔美学种植牙中心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领秀一居 2 号营业房（中山公园西门对面） 

和仁堂口腔海亮国际社区（名雅

口腔店） 

兴庆区 银川市兴庆区海亮国际社区 6-9-7（天鹅湖小镇西门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宝湖湾

诊所 

金凤区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南街 789 号（宝湖湾西门）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民生花

园诊所 

金凤区 银川市金凤区尹家渠南街 63 号（移动公司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紫馨苑

诊所 

金凤区 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北街紫馨苑 14-4 号营业房 

小叮当口腔 河南省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市魏都区新兴与六一路红灯西 50 米路北 

昆山瑞晶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昆山市 金浦路 昆山市金浦路 388 号 3 幢 5 6 号 

天津美奥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体院北与环湖东路交叉口 体北菜市场对面 

天津河西区优诺佳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122 增 1 号 

汕头华美口腔医院   汕头市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砂东路 127 号    

新桥口腔（玉双店）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一环路东三段 60 号 2 层新 2 号（地铁 4 号线玉双路站 A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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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口腔（武侯店） 四川省 成都市   福锦路一段 622 号（万兴路口 中铁骑士公馆） 

新桥口腔（衣冠庙店） 四川省 成都市   一环路南四段 4 号综合楼（地铁 3 号线衣冠庙店 D 出口） 

新桥口腔 四川省 成都市 光华店 瑞联路 59 号（TT 尚品 2 楼) 

新桥口腔（·邛崃店）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凤凰大道 616 号（鼎盛时代广场 1 楼） 

新桥口腔（自贡院区） 四川省 成都市   自贡市马吃水路 154 号（雄飞山水名城大厦梅西超市 3 楼） 

新桥口腔（西宁院区） 四川省 成都市   西宁市海湖新区西川南路 46 号三榆山水文园 1 期北门     

义乌福泽口腔 浙江省 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丹溪北路 266 号 

世佳口腔医院天湖世佳口腔门诊

部 

安徽省 合肥市 巢湖市 天湖商城 8 栋 14 轴 

合肥蜀山世佳口腔门诊部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望江西路与潜山路交口同庆楼 6 楼 

蓝天口腔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 海港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 176 号蓝天口腔医院 

金阳光口腔 安徽省 阜阳市 颍州区 红堡城南门 15 栋 107 

黄陂片区优益佳黄陂店 湖北省 武汉市 黄陂区 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46 号 F、阳光城 2 栋 1 层 14 室 

牙卫士口腔 江苏省 南通市 通州区 金沙机构 ：通州区新金路 347 号 通州客运站东侧 

牙卫士口腔 江苏省 南通市   家纺城机构：家纺城金六路 210 号 金太阳大厦对面 

德韩口腔金水区金水机构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与经三路交叉口（地铁 5 号线省人民医院站 C

出口） 

德韩口腔福山区福山机构 山东省 烟台市 福山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振华量贩旁（232 号德韩口腔） 

德韩口腔芙蓉院区芙蓉机构 山东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39 号 

烟台德韩口腔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幸福中路 70-20 号正南方向 60 米 

德韩口腔芝罘区万达机构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 fu 区 烟台市芝罘区西南河路万达金街 A3-108 

德韩口腔芝罘区大海阳机构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 95—20 号（弘阳广场旁） 

德韩口腔芝罘区幸福机构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 57 号（幸福河市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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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德韩口腔 江西省 南昌市 桥口区 湘商大厦 22 楼 

德韩口腔西湖院区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市西湖区云锦路 368号西湖万达广场 2051德韩口腔 

德韩口腔西湖院区新洲路机构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市西湖区新洲路 58 号华厦苑（中山壹号）商铺 8 室，华夏银

行背后。 

德韩口腔青山湖区青山湖机构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机构 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南大道 999号青山湖万达 

德韩口腔隆阳区保山机构 云南省 昆明市 隆阳区 保山市隆阳区五洲国际广场商务大厦 26 楼 

德韩口腔西山区东寺街机构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昆明市西山区东寺街 338 号鸿泰商厦一楼（近环城南路口 100 米农

村信用社旁） 

德韩口腔盘龙院区欣都龙城机构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欣都龙城商业中心 3 栋 3 层 

德韩口腔五华院区金鹰机构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金鹰广场购物中心 A 座 4 层 

德韩口腔南明区贵阳院区 

（花果园机构）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花果园一期 20 栋 3 层（工商银行旁广场） 

德韩口腔汉阳院区摩尔城机构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院区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6 号武汉摩尔城 3 楼 L3-011 

德韩口腔硚口院区凯德机构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8 号凯德广场西城购物中心 2 层 21B 号 

德韩口腔江汉院区新唐万科机构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院区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一路 218 号新唐万科广场二楼 2 楼，23、25-26

号号商铺 

西藏爱牙口腔一店 西藏 拉萨市 城关区 拉萨市林廓北路爱牙口腔 

西藏爱牙口腔二店 西藏 拉萨市 城关区 拉萨市林廓东路八廓商城爱牙口腔 

长春段氏口腔门诊部一匡街店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匡街五月花苑 2O 栋 110 号（一匡街与天波

路交汇） 

长春段氏口腔门诊部白金首府店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东安白金首府 8 栋 102 号 

长春宽城区段氏口腔（华大天朗

店）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小南街华大天朗 B64 栋 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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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区段氏口腔（四通路店）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四通路御景名都 B 区 105 号 

德皓口腔长沙雨花旗舰店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合能雨花公馆南门（地铁 2 号线长沙大道站往

南 100 米） 

德皓口腔长沙开福店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社区楚家湖路 792号（农村商业银行斜对面） 

长沙德皓口腔岳麓旗舰店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岳麓区学士路枫华府第卡斯迪畅享酒店二楼 

长沙德皓口腔望城旗舰店 湖南省 长沙市 望城区 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星城公馆 112 号商铺 

长沙德皓口腔黄兴店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县 长沙县黄兴镇物流总部对面，加油站后面，德皓口腔黄兴众之康门

诊部 

长沙德皓口腔宁乡旗舰店 湖南省 长沙市 宁乡县 长沙市宁乡县白马桥街道凤形山社区一环南路 107号 

张家界德皓口腔旗舰店 湖南省 张家界   张家界市古庸路 378 号黄金大厦 

张家界德皓口腔武陵源店 湖南省 张家界 武陵源区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医院口腔科 

常德德皓口腔临澧旗舰店 湖南省 常德市 临澧县 临澧县安福镇九龙路德皓口腔门诊部 

常德德皓口腔汉寿旗舰店 湖南省 常德市 汉寿县 常德市汉寿县南岳路（三小向西 100 米/眼科医院斜对面） 

常德德皓口腔安乡旗舰店 湖南省 常德市 安乡县 常德市安乡县深柳镇深柳社区文艺北路老一中斜对面 

常德德皓口腔安乡潺陵店 湖南省 常德市 安乡县 常德市安乡县东后街 169 号 

岳阳德皓口腔皓康店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县 岳阳县天鹅中路政府门面华泰大酒店对面 

泉州德皓口腔惠安旗舰店 福建省 泉州市 惠安县 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福璟花园三期 6 栋德皓口腔（妇幼保健院正对

面） 

泉州德皓口腔南安旗舰店 福建省 泉州市 南安市 福建省泉州南安市环城西路永昌状元第 4栋 101-102号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