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城市 门店名称 地址
1 安徽省 合肥 泰康拜博口腔合肥马鞍山路医院 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珠光花园商办楼

2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烟树园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老营房路烟树园小区南门甲一号楼底商
3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观巢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122号
4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融科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B座二层
5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金融街门诊 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金宸国际公寓2号楼2单元303
6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拜博总院 北京市东城区祁年大街18号院4号楼
7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劲松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农光里21号楼南3号楼
8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呼家楼门诊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紫荆豪庭A座底商拜博口腔
9 北京 泰康拜博口腔北京公主坟门诊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1层
10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布吉门诊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都汇大厦
11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国贸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国商大厦北座东部商场（二楼）
12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科技园门诊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化广场三楼
13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华强北门诊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38号群星广场裙楼五、六楼。
14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康乐诊所 南山区南山大道与学府路口康乐大厦裙楼K3005-1
15 深圳 泰康拜博口腔深圳车公庙门诊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西喜年中心A座2501-2508室
16 佛山 泰康拜博口腔佛山南海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50号第二、八层
17 河源 泰康拜博口腔河源东华医院 河源市区红星路南东华路西C栋西第9-10卡
18 广州 泰康拜博口腔广州东圃门诊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雅怡街52号2楼
19 东莞 泰康拜博口腔东莞长安门诊 东莞市长安镇长盛社区荣昌街5号
20 珠海 泰康拜博口腔珠海华发门诊 珠海市珠海大道8号华发商都4号楼1、2层A101b、A201、A202号房屋
21 三亚 泰康拜博口腔三亚拜博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河西路106号(黎客国际酒店旁)
22 海口 泰康拜博口腔海口拜博医院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龙昆南路5号（白坡里公交车站）
23 海口 泰康拜博口腔海口种植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105号（省彩票中心旁）
24 唐山 泰康拜博口腔唐山爱琴海门诊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卫国路与北新道交叉口凤城国贸三层320b3号
25 唐山 泰康拜博口腔唐山鹭港门诊 唐山市路北区凤凰世嘉305楼底商1号2号

26 郑州 泰康拜博口腔郑州紫荆山路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紫荆山路9号1,2层
27 洛阳 泰康拜博口腔洛阳景华路门诊 河南省洛阳市景华路与长安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
28 湖北省 随州 泰康拜博口腔随州舜井大道医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舜井大道香港街太古楼117号
29 湖南省 长沙 泰康拜博口腔长沙蔡锷路医院 长沙市芙蓉区蔡锷南路48号天心华庭1-2层
30 吉林省 长春 泰康拜博口腔长春绿园门诊 长春市绿园区星宇小区北斗园1号楼105室
31 泰州 泰康拜博口腔泰州拜博医院 泰州市凤凰东路99号A
32 无锡 泰康拜博口腔无锡拜博医院 无锡市滨湖区梁清路187-195号（单号）
33 镇江 泰康拜博口腔镇江润州门诊 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26号领诚广场A座4楼
34 常熟 泰康拜博口腔常熟珠江路门诊 常熟市珠江路176号裕坤国贸酒店旁
35 苏州 泰康拜博口腔苏州星湖门诊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98号（中信银行2楼）
36 昆山 泰康拜博口腔昆山拜博门诊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1439号（共青A区东面）
37 无锡 泰康拜博口腔无锡崇安寺门诊 无锡市中山路328号T12时尚购物广场5F
38 宜春 泰康拜博口腔宜春拜博医院 宜春北路888号
39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牙得安门诊 南昌市象山北路371号
40 南昌 泰康拜博口腔南昌红谷滩医院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725号洪城时代广场1栋1-3层
41 大连 泰康拜博口腔大连友好路医院 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219、221、223号
42 沈阳 辽宁泰康拜博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大东泰康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十字街64号2楼
43 沈阳 辽宁泰康拜博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泰康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沈阳市云峰北街与北四路交叉口东南100米
44 沈阳 辽宁泰康拜博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沈阳泰康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沈阳市北站路迎宾街32号凯莱大酒店1程层
45 沈阳 辽宁泰康拜博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泰康拜博口腔门诊部 辽宁省沈阳市中山路90号2楼
46 济南 泰康拜博口腔济南历下医院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5-1号
47 青岛 泰康拜博口腔青岛黄岛门诊 青岛开发区香江路20号
48 陕西省 西安 泰康拜博口腔西安大明宫门诊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二路北侧龙湖枫香庭7幢1单元1-4层
4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昌森门诊 上海静安区康定路1469号1、2层
50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翔尔门诊 杨浦区翔殷路1088号凯迪金融大厦2层01室
51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康乾门诊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510号-514号2、3楼
52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南尔门诊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366号
53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拜尔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五层5025-5033室（单号）
54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吉尔门诊 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288号309/310
55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瑞吉尔门诊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596号正大乐城116、117号
56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龙尔门诊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广场（B）4层12号
57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浦尔门诊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9号404、406、407室
58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康尔门诊 宝山区共和新路5000弄5号绿地风尚广场三楼306、307
59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皓星门诊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27号102-A室
60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虹尔门诊 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280弄17号B1-07、B1-09
61 上海 泰康拜博口腔上海悦尔门诊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白银路288弄77号501室
62 眉山 泰康拜博口腔眉山业丰门诊 彭祖大道一段373号
63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金牛医院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四段164号
64 德阳 泰康拜博口腔德阳永华门诊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泰山南路一段34号贵兰商务楼
65 成都 泰康拜博口腔成都锦江门诊 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485号3栋-1层787号
66 天津市 天津 泰康拜博口腔天津和平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大街与清和大街交口拜博口腔医院
67 大理 泰康拜博口腔大理下关医院 大理市下关关平路29号

68 昆明 泰康拜博口腔昆明宝善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52号8、9楼

69 温州 泰康拜博口腔温州拜博医院 温州市解放街香港大厦201-204号
70 嵊州 泰康拜博口腔嵊州鹿山门诊 嵊州市鹿山街道长春路128-5号
71 杭州 泰康拜博口腔杭州德力西门诊 杭州西湖区学院路28号德力西大厦一号楼二楼
72 舟山 泰康拜博口腔舟山定海医院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112-6号
73 台州 泰康拜博口腔台州椒江医院 台州市椒江区工人东路229号
74 义乌 泰康拜博口腔义乌稠城门诊 义乌市稠州北路516号
75 宁波 泰康拜博口腔宁波江北医院 宁波市江北区槐树路56、58、60号，钻石商业广场1号21幢
76 杭州 泰康拜博口腔杭州环城北路医院 杭州下城区环城北路139号
77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两江新区门诊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19号C栋4楼
78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江北门诊 重庆市江北区西环路8号、小苑路9号裙楼部分
79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沙坪坝门诊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9号三峡广场大厦三楼
80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九龙坡医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特5号
81 重庆 泰康拜博口腔重庆大坪医院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支路25号附1号1层、4-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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