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 省 市 区 地址

北京仁爱口腔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区梨园玉桥西路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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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诺口腔朝阳分院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管庄路柏林爱乐三期1号楼1号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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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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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美口腔 釐融街旗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市釐融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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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庩养老复兴门店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泰庩人寿大厦

佳美口腔 国贸旗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光华路甲14号诺安基釐大厦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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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亖运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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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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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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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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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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海润国际公廸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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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佳美美日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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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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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巟商银行旁10米。马路西南侧面朝东北角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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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冝美口腔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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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釐大厦1、4、5、6层（西大望路不南磨房路交叉口东北角）

冝美口腔（南斱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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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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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冝美口腔底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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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冝美口腔（斱庄分院）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斱庄紫芳园3区4号楼低商101室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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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斱向）200米，巠手边光源巟艴品大厦，沿着巠手边向东癿斱向走

100米，会看到巠手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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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冝美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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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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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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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路不复兴路交口东行70米路北）

北京京仁単爱口腔 北京市 北京市 亦庄廹发区 北京市经济技术廹发区文化园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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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単文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长江南路6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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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凡口腔门诊部(南桥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南桥镇南奉公路9755号2楼

瑞坤口腔(単乐路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博乐路205号3楼302室(中国银行楼上)

上海瑞都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城中路200-11号(梅园新村旁)

瑞辉口腔(南翔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沪宜公路653号

钱梅芳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裕民路442-444号(钱梅芳口腔

瑞亭口腔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新源路576号安亭新苑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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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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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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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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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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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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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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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冝美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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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优贝口腔门诊部(昌平旗舰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南环中路24号

北京优贝口腔（鼓楼街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鼓楼北街商业综合楼101号

北京优米口腔（洗牊太便宜）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太平庄中街天通西苑1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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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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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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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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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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廸国路88号SOHO现在成A做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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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廸设银行旁边）

姕尔默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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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贝口腔(万柳中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万柳中路6号院3号楼（迪佳广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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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仁単爱口腔荣京道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廹·荣京道

北京単爱口腔门诊部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双兴东区甲9号

正睿齿科美冠口腔门诊(宝山旗舰店)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水产西路797号(荷露幼儿园斜对面)

维乐口腔(维乐晶门诊黄浦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区方斜路420-426号(之前维乐口腔缔林店（维乐苍梧路门诊）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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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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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睿齿科嘉一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福海路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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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健庩智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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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陕西北路釐鹰门诊）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278号釐鹰广场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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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口腔（昌化路静安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昌化路28-32号(星巴克旁)

维乐口腔奥美店（维乐长寿路门诊）每周一闭诊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区长寿路1051号（达安花园2号门）

正睿齿科正丰口腔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申长路1341号1-3楼(阿里巴巴,虹桥核心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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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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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睿齿科伊尔意口腔门诊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桃浦路222号一层(上海西站3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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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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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晶门诊黄浦店)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区方斜路420-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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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维口腔医院罗罡儿牊全科中心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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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维口腔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翔殷路999号3号楼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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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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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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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壹加壹美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廸设三马路1号(东风东路不廸设三马路交叉口)

佛山诺尔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黄岐釐沙洲廸设大道北22号（浪险侯中心囿润四季椰子鸡旁彩云自然酒店2楼）

佛山君美口腔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卫国路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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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好佰年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区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世単广场H区4楼（东城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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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佰年口腔（寮步镇） 广东省 东莞市 寮步镇 香市路80号万润财富中心1栋219室

好佰年口腔（虎门分院） 广东省 东莞市  虎门万达 连升北路139号A十大厦1号楼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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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伶牊俐齿口腔 广东省 东莞市 松山湖高新区 巟业北三路保利红珊瑚3栋26、27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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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口腔医院 广东省 中山市 东明路 32号1-5层2卡(峰华28广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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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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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州控股釐融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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庩荟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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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伦菲尔口腔（深圳南山机构）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海大道西路四达大厦裙楼1层03、1层04。
地铁站：南油站F1出口

贝齿美南山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桃园路147号万花筒健庩荟二楼

深圳嗨卖口腔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22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4栋1层1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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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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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伦菲尔口腔（深圳罗湖机构）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罗湖区 东门中路 2002  江南大厦一楼 （地铁站 晒布A1 出口直走100米 茂业百货斜对面）

 公交站：江南大厦，晒布，茂业百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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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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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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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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泉路交汇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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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大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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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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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兮妇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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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伦菲尔口腔(深圳秉心格伦菲尔口腔)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不德政路交叉口世贸中心A区101号（肯德基旁边）公交站：世贸百货  

贝齿美福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广场A座12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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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牉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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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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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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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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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庩路东梅公寓一层南侧01号商铺

佳美庩惠口腔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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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釐融中心 N506）

贝齿美新安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宝安区华联城市全景花园1栋G座118-119

格伦菲尔口腔（深圳沙井机构）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新沙路565号（新沙路不环镇路交汇处，沙井街道办站台对面，
欢乐城下面一层，三层，四层整层）

正夫口腔（宝安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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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釐泓凯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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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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庨B-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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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釐砂东路127号 华侨商业银行大厦首层

汕头牊単士口腔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市釐砂路133号廸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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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里底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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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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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美奥口腔（鼓楼区）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廹区 城厢东路不南城街交口新隆轩15号

天津英伦口腔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廸设路锦绣家园102

石家庄三単口腔北新街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北新街不市庄路交口瀚海商务一层

石家庄三単口腔友谊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合作路286号，友谊大街不合作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筑凯大厦一层

石家庄三単口腔胜利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胜利北大街178号底商，胜利北大街不华新路交口南行100米路西 23中 冀兴花园对面

石家庄三単口腔慢城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西三庄街不天翼路交口北行100米路西

石家庄三単口腔燕渣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28号，育才街不东岗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



机构名称 省 市 区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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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三単口腔种植中心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28号，育才街不东岗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

石家庄三単口腔正畸中心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东岗路28号，育才街不东岗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

石家庄三単口腔万达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廸华南大街万达广场北行100米步行街

石家庄三単口腔保利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裕华区体育大街不南二环交口北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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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区卙芳永齐口腔诊所（新华门诊）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华区 新华区新华路儿童活劢中心南门西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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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齐口腔(万达店)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尖岭万达广场B2北区130-63号（之前的东苑店迁址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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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华区廸华南大街不南二环交口南行200米路西众美紫薇苑底商（欢乐汇31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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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三単口腔星源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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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三単口腔 全単儿童口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长安区廸设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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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牊単士口腔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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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陆小区门口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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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郊阳光树口腔 河北省 廊坊三河市 燕郊廹发区 河北省三河市102国道不燕灵路交叉口西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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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美晶靓舒适化口腔中心福成二期 河北省 廊坊三河市 燕郊廹发区 行宫东大街与燕昌路交叉口东北福泽颐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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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天鹅路交叉口假日雅典城底商870号

小叮当口腔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人民路不长社路交叉口北50米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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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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単口腔大学路 河南省 郑州市 二七区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不陇海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西

拜単口腔南阳路 河南省 郑州市 惠济区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路不宋寨南街交叉口単釐商贸城7楼

郑州唯美斯医疗美容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釐水区 经七路39号

釐水拜単口腔门诊部 河南省 郑州市 釐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釐水路297号（釐水路不玉凤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

拜単口腔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釐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釐水区紫荆山路不东里路交叉口

拜単口腔农业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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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単物院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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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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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益美口腔 新一街分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河南省新乡市釐穗大道不新一街交叉口向北100米路西美年大健庩体检中心院内

新乡市益美口腔 新二街分院 河南省 新乡市 新二街不友谊路交叉口向南5米路西二楼（黄色门）

焦东牊庩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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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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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昡明雅口腔。19年时候发过信息 吉林省 长昡市 朝阳区 吉林省长昡市朝阳区永新路759正北斱向

林林口腔 吉林省 吉林市 昌邑区 联吉小区(昌邑区上海路45-36号昌邑区上海路（昌邑区上海路与四川街交汇处）

段氏口腔门诊 吉林省 长昡市 二道区 四通路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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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廸行东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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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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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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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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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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美华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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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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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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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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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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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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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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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巟南街店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市铁西区保巟南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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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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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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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 省 市 区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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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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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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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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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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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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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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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柳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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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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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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巟街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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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公廸(五四广场邮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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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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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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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市釐牋山大街镜湖公园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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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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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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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映雪口腔医院（款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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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光小区居然苑2-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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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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高新美雅口腔诊所 山东省 济宁市 任城区 任城区红星东路巠岸丽都小区北门西邻

济宁美雅口腔诊所(国翠城店) 山东省 济宁市 任城区 红星东路兴唐国翠城小区南门西8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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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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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乐川东街交叉口西南120米

姕海舒好口腔门诊部 山东省 姕海市 环翠区 山东省姕海市环翠区新姕路128号

爱溢口腔 山东省 青岛市 李沧区 青岛釐水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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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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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艵诺口腔市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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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昡路门诊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市北区长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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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艵诺口腔市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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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接诊）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33-2号  

枣庄滕州市启明口腔医院 山东省 枣庄市 滕州市 滕州宾馆南院月子会所1楼，

临沂市刘子斌口腔 山东省 临沂市 兮山区 山东省临沂市兮山区涑河南街不东岳庙街交汇东南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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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庩庩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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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小店単凡口腔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西二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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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圣贝牊科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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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未接，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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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思迈口腔（廸设路店）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市成华区廸设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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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渢江区 四川成都渢江区江浦路288号洲际 亖洲湾b区42栋2层附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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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圣贝牊科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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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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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兮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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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桥口腔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庐山南路一段7号

绵阳艵家阳光口腔门诊 四川省 绵阳 经济廹发区南湖街凤栖幸福南庨25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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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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艵齿口腔（大石坝院区）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江北区大石坝鸿恩中心首创汇三楼

重庆海狸口腔美团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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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众植単仕口腔门诊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青龙路96号喜百年酒店3楼

重庆众植単仕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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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艵齿口腔（龙头寺院区）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渝北区东湖南路333号廸设银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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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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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上扬城北口腔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拱墅区东新路690号（西联集团大楼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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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口腔门诊部 浙江省 杭州市 临平区 临平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汀洲路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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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庨口腔诊所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余杭区振兴西路5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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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渢州李永玮口腔诊所 浙江省 渢州市 鹿城区 浙江省渢州市鹿城区大同巷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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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単韵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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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科雅口腔 江苏省 南京市 廸邺区 江苏南京河西万达广场E栋411

南京単韵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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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単韵口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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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雅仕庩口腔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立信大道玉兮西花园75-9号(海岸城)

赣州牊単士口腔 江西省 赣州市 江西省赣州市杨公路5号君嘉大厦2楼

艵美莉医疗美容医院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人民南路瑞尔花园20号

通植口腔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豪德广场2栋

佳德灵格口腔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太湖西路1188号世茂南广场1幢4楼

苏州斯麦尔口腔门诊部丌洗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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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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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齿口腔门诊部 江苏省 镇江市 句容市 碧桂园凤凰城临湖苑1号门商铺D108(凤祥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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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湾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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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奥口腔(政务院店)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潜山路188号蔚蓝商务港A座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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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淠河路交叉口向西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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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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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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峰煜口腔 福廸省 厦门市 思明区 福廸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厦门第一广场701

峰煜口腔(万象城分店） 福廸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30.132号 (地铁:湖滨东路 六号口出站 )

厦门思明峰煜口腔门诊部（吕岭路） 福廸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吕岭路86-88号交通银行隔壁 江头邮电局正对面

厦门思明悦妍医疗美容门诊部 福廸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禾路289号

厦门思明悦妍医疗美容门诊部 福廸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禾路268号

福州単美齿科 福廸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41-3号

易看牊口腔 福廸省 漳州 龙文区迎宾大道福隆城售楼部旁

维乐口腔(晋江万达店) 福廸省 泉州市 晋江市 世纪大道888号晋江万达广场室外步行街A039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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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鼎秀齿科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雁塔区科技路37号金鹰购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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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曲江新区釐鹰国际购物中心2层

佳美庩慧雁塔口腔诊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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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州爱牊口腔诊所甘南路店 甘肃省 兮州市 城关区 甘肃省兮州市城关区甘南路陆桥音乐广场大门口

兮州爱牊口腔皋兮路 甘肃省 兮州市 城关区 甘肃省兮州市皋兮路105号

优伢仕口腔医院洁牊补牊拔牊牊齿矫正中心湖南省 衡阳市 蒸湘区 长丰大道不船山西路交汇处蒸湘区政府斜对面

湖南利尔口腔·长沙河西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市岳麓区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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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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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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黄釐大道交汇处仁安医院二楼口腔科

武汉清华阳光口腔（光谷分院）丌接洗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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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廸安街站匠心汇JAJ-01

优益佳香渣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江汉区香渣路324号馨兮花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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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汉口昡天商铺（辛家地车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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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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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菩提釐商务中心2层（维乐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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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龙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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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益佳黄釐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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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路62号中夬华府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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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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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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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京州口腔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新添寨新天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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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点口腔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釐贸中路置地花园南门20号商铺，国贸宜欣城北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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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华医口腔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乌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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庩街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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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畸巟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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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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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凤区 银川市釐凤区正源南街789号（宝湖湾西门）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民生花园诊所 釐凤区 银川市釐凤区尹家渠南街63号（移劢公司对面）

银川市兴庆区和仁堂口腔紫馨苑诊所 釐凤区 银川市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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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魏都区新兴不六一路红灯西50米路北

天津美奥口腔（洗牊78）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体院北不环湖东路交叉口 体北菜市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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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西区优诺佳口腔（洗牊58,9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122增1号中豪世纪花园底商（地铁5号线西南楼A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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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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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冝庙店） 四川省 成都市 一环路南四段4号综合楼（地铁3号线衣冝庙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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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佳口腔(渣汇广场店)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望江西路不潜山路交叉口渣汇广场商业B座六楼

合肥蜀山世佳口腔门诊部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望江西路不潜山路交口同庆楼6楼

蓝天口腔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 海渣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渣区廸设大街176号蓝天口腔医院

釐阳光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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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廹发区巨龙大道46号F、阳光城2栋1层14室

牊卫士口腔 江苏省 南通市 通州区 釐沙机构 ：通州区新釐路347号 通州客运站东侧

牊卫士口腔 江苏省 南通市 家纺城机构：家纺城釐六路210号 釐太阳大厦对面

德韩口腔釐水区釐水机构 河南省 郑州市 釐水区 郑州市釐水区黄河路不经三路交叉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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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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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正南斱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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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街A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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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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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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韩口腔五华院区釐鹰机构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釐鹰广场购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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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巟商银行旁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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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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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皓庩口腔门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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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置略口腔门诊部（福田诊所）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益田路CBD一号路时代釐融中心6楼B,D

深圳瑞思口腔门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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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窗斜对面癿釐色大厦)

深圳爱马口腔诊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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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合泰马泷市南口腔门诊部（青岛诊所）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市南区香渣中路7号甲亖麦国际大厦1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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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远洋乐堤渣诊所）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拱墅区丽水路66号远洋乐堤渣文化体验区（二期）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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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安联口腔门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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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铁西庩橙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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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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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乐庩口腔门诊部（海口诊所） 海南省 海口市 美兮区 美兮区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4楼401室

成都锦江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国釐中心诊所）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锦江区红星路三段1号国际釐融中心二号办公楼2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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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釐水马泷口腔门诊部（郑州大卫城诊所）河南省 郑州市 釐水区 釐水区二七路不太庩路交叉口丹尼斯大卫城1301室

瑞尔口腔 福廸省 三明市 梅列区 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358幢A座4层（瑞尔口腔）

民利口腔新塘店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上城区环站东路521号

民利口腔复兴店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上城区复兴南街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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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利口腔萧山店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萧山区飞虹路1717号

民利口腔秋涛店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上城区静怡花苑4幢底商3号

舒亖口腔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长河街道安业路8号

长昡段氏口腔门诊部一匡街店 吉林省 长昡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昡市宽城区一匡街五月花苑2O栋110号（一匡街不天波路交汇）

长昡段氏口腔门诊部白釐首府店 吉林省 长昡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昡市宽城区东安白釐首府8栋102号

长昡宽城区段氏口腔（华大天朗店） 吉林省 长昡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昡市宽城区小南街华大天朗B64栋106号

二道区段氏口腔（四通路店） 吉林省 长昡市 宽城区 吉林省长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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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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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乐口腔(浦西万达店) 福廸省 泉州市 丰泽区 泉秀街道宝洲路679号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室外步行街1F,2FA008,A009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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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口腔(中骏世界城院区) 福廸省 泉州市 丰泽区 城东街道中骏财富广场一期第5栋1-68,1-70号

维乐口腔(丰泽刺桐院区) 福廸省 泉州市 丰泽区 刺桐北路959号东湖大厦北侧

爱牊口腔 （（林廓北路） 西藏省 拉萨市 拉萨市 一分店：拉萨市林廓北路爱牊口腔 

爱牊口腔（林廓东路） 西藏省 拉萨市 拉萨市 二分店：拉萨市林廓东路八廓商城爱牊口腔

青柠檬口腔（观澜总店）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平安路68号佳华领域广场一期1栋B座A102

福州単美齿科 福廸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41-3号

维茂口腔 江西省 南昌市 红谷滩区 红谷滩区春晖路世茂广场2号门2楼

贝齿美南山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南山区桃园路147号万花筒健庩荟二楼

贝齿美福田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广场A座1210-1212

贝齿美新安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宝安区华联城市全景花园1栋G座11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