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泰国际体检服务机构 

 通过关注＂汇丰人寿＂官微直达预约界面或专属服务热线 400-602-3862 

城市 体检机构名称 门店地址 

上海 

慈铭上海黄浦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429 号天赐公寓 2楼，近人民广场（广东路与福建中路路口）

慈铭上海浦东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637 号同科公寓 2楼（浦东大道与东方路路口） 

慈铭上海真如分院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2212 号仙乐都生活广场 4层 

慈铭上海徐汇分院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188 号元福大厦 2楼（虹桥路与宜山路路口） 

慈铭上海控江分院 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 32号同叶大厦 2层 

爱康国宾上海黄浦健维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8 号 4 层 

爱康国宾上海杨浦五角场分院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 36号万达国际广场 5楼 

爱康国宾上海元化门诊部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30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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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8电梯上） 

爱康国宾上海中山公园北延安西路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018 号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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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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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层 

爱康国宾上海陆家嘴蓝十字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1900 号金桃大厦 1-2 楼 

爱康国宾上海浦东八佰伴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560 号西区 6楼 

瑞慈上海静安分院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212 号凯迪克大厦 1-2 楼 

瑞慈上海福山路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2层 

瑞慈上海陆家嘴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3F 

瑞慈上海张江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8 号 15 栋 

瑞慈上海普陀分院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628 弄绿洲中环中心商务广场 7号楼 2楼 

瑞慈上海松江分院 上海市松江区塔北路 605 号企德大厦 6-8 楼 

瑞慈上海漕河泾分院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388 号民润商务楼 3楼 

瑞慈上海徐汇分院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_8_9_9 甲号 2幢 7楼 

瑞慈上海杨浦分院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三号湾广场 3号楼创业大厦 13楼 

美年大健康上海天山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8号 

美年大健康上海黄浦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 号旺角广场 4楼 

美年大健康上海静安分院 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 608 号 

美年大健康上海宜山分院 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1728 号 

美年大健康上海齐鲁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38 号齐鲁大厦 3楼 

美年大健康上海长航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路 523 号 1 楼（近张扬路） 

美年大健康上海赢华分院 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2_8_9_9 弄 7号地下一层 

美年大健康上海小木桥分院 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 251 号 

美年大健康上海杨浦分院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88 号创智天地 7号楼 4楼 

美年大健康上海苏河一号分院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638 号苏河一号 2F 

佛山 美年大健康佛山禅城区分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 15 号绿地金融中心 3座 3楼、4楼（恒福国际旁） 

北京 

慈铭北京亚运村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7号（元大都 7号二层） 

慈铭北京慈云寺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99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2号楼（主楼）5层 

慈铭北京大北窑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号（中服大厦 5-7 层） 

慈铭北京潘家园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 9号（濠景阁大厦首层） 

慈铭北京望京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0号院方恒时代中心B座 

慈铭北京雍和宫分院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号雍和大厦B座 2层 

慈铭北京洋桥分院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 106 号远洋大厦 3A层 

慈铭北京世纪城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东区二层） 

慈铭北京上地辉煌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大厦 1号院 3号楼 1-2 层 

慈铭北京公主坟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1号海育大厦 5层 

慈铭北京联想桥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01 号 



城市 体检机构名称 门店地址 

北京 

慈铭北京金融街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号月坛大厦 21层 

慈铭北京西直门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号西环广场 T1写字楼（南座）15-16 层 

爱康国宾北京阳光京朝郡王府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 21号 

爱康国宾北京博惠珠市口珍贝分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2号珍贝大厦 2层 

爱康国宾北京阳光总部基地分院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区 31 号楼 

爱康国宾北京阳光知春路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48 号 4号楼三层 3-029 号 

爱康国宾北京空港分院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平路南法信段 9号院顺捷大厦 A座 2层 

爱康国宾北京莲花池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甲 5号院 1号楼 201.301 室 

爱康国宾北京酒仙桥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南十居 28号东润枫景 

爱康国宾北京丽都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丽都饭店 5号商业楼三层 

爱康国宾白石桥体检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2号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 6层 

爱康国宾北京中关村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号鸿城拓展大厦 9层 

瑞慈北京三里屯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8号院三里屯SOHO六号商场 3楼 

美年大健康北京佳境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号电子科技大厦八层 

美年大健康北京大望路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5号外企大厦B座 5层 

美年大健康北京东四分院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96 号瀚海科技大厦 B座 

美年大健康北京宣武门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0号海格酒店 3层 

美年大健康北京金融街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11 号湘西大厦 6层 

美年大健康北京西直门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5-6 号 

美年大健康北京太阳宫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半岛国际公寓 12 号楼 

广州 

爱康国宾广州林和西中泰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5层 

爱康国宾广州环市东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96 号广发花园大厦 4层 

瑞慈广州天河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366 号都市华庭 3楼 

瑞慈广州国金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51 层 02-06 单元 

美年大健康广州天河东路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153 号富海商业中心 1-2 层 

美年大健康广州珠江新城分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86 号高德汇 2座 3楼 

深圳 

爱康国宾深圳罗湖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3044 号天地大厦一、三楼 

瑞慈深圳南山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环大道北松坪山路 1号东座 4楼 

美年大健康深圳中港路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3004 号中港城 3楼 

美年大健康深圳福田财富大厦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88 号财富大厦 19楼 

美年大健康深圳红岭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南路 1041 号红岭大厦 4、5栋裙楼 2层 

美年大健康深圳科技园富诚大厦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三号富诚大厦 2楼 

美年大健康深圳南山蛇口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美年广场 5栋 7楼 

美年大健康深圳南山科技园中区金融基地分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 6号科技工业园大厦金融中心 2栋 12F 

中山 美年大健康中山分院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市兴中广场 A座 6楼 

珠海 美年大健康珠海湾仔分院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南路 3007 号北面二楼（澳门旅游码头斜对面） 

东莞 美年大健康东莞南城分院 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元美路黄金花园金裕楼 1-2 楼 

天津 美年大健康天津滨海分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大街捷达路 26号大地中心C座 1-2 层 

天津 

美年大健康天津大光明桥体检中心 天津市湄河东区十一经路天星河畔广场 6层 

美年大健康天津鼓楼分院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商业街东街 2号旅游超市内 

美年大健康天津八里台体检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109 号京津大厦A座 5层 

爱康国宾天津峰汇分院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103 号峰汇广场B座 5楼(近友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