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院名称 地址 日常营业时间 总机 交通路线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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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59085550

公交：乘408、416、420、657、667、
701、967路、运通104、

107路至丽都饭店下车，进入丽都饭店，
商业5号楼。

          自驾：沿四元桥向东，京顺
路丽都饭店路口右转前行三百米；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建国门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建华南路17号现代柏联大厦二层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65660806

地铁：1号线或2号线至建国门站下（C口
出）步行至建华南路，南

500米路西即可
公交：可乘1、4、728、9路公交车日坛

路站下车，地铁建国门站下
自驾：广播电台东至建华南路，向南500

米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中关村方正大
厦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2号方正国际大厦2层
周二至周日8：00-
12：30

地铁线路：4号线，10号线；
公交线路：26路，302路，332路，333
路，384路，584路，740路，982路，983
路，特9路，运通106路，运通110路，运
通113路，快速专线127路，快速专线139
路，快速专线147路，快速专线37路，快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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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64341990

乘坐408、413、424、445、656、937路
至南十里居下车，

步行至东风南路，向西至东润枫景小区
即可

          自驾：四环亮马加油站北100
米，东风南路向西800米东润枫景小区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宣武门分院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M层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010-
83163355-

1063

 地铁：乘地铁2或4号线至宣武门下车
（D出口）

公交：乘54、70、102、105、109、646
路至宣武门外下车，

步行至宣武门十字路口西南角；
              自驾：宣武大街西南，
至中国供销集团即环环财讯中心大楼即

可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西直门分院5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D座5层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010-51907119

地铁：乘地铁4号线从西直门站C口出即
到。

公交：乘80路、特12外、44、外939、
604、691、694、392、387、693、21、
618、562、490、84、106、632西直门外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西直门分院4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D座4层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51907119

地铁：乘地铁4号线从西直门站C口出即
到。

公交：乘80路、特12外、44、外939、
604、691、694、392、387、693、21、
618、562、490、84、106、632西直门外

级别城市

北京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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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亚运村慧忠北

里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105楼B段京师科技大厦

第二层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84504373

地铁：临近地铁5号线（大屯东站），修
建中的地铁15号线（安立路站）

公交：乘坐120路、126路、28路、403路
、43路、639路、673路 到 永安里路口

北 下车步行285米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白石桥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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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88441282

乘地铁4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车，或乘
209路、319路、320路、332路、634路、
716路、特4公交车，中央民族大学站下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磁器口分院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2号珍贝大厦二层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010-67016280

5号线磁器口下车（D口出）
7号线桥湾下车（C口出）

公交：23·57路水道子下车
39.43.685.623路，106电车磁器口下车

向西400米
自驾：两广路与祈年大街交口西南角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郡王府分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21号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010-52857412

公交站：朝阳公园东门站  地铁10线号
团结湖站下车，任意公交车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知春路分院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4号楼三层3-029号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010-52857440

地铁10号线与13号线交汇处  知春路站
B口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安华桥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12号5号楼1-3层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5285 7715 地铁：安华桥站出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总部基地分院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区31号楼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83638621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顺平分院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平路南法信段9号院1

幢2层203室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6041 6582 地铁：南法信站下车

普检 爱康国宾北京白云路分院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甲5号院1号楼201.301

室
周二至周日（07:40-

15:00）

普检 爱康国宾上海西康路分院 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252号
周一至周日

（07:45~15:30）
021-62473737 24、104、927、15、939、21

普检
爱康国宾上海浦东八佰伴分

院
上海市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大厦6楼西区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二至周日

（工作日：
07:45~15:30
双休日：

07:45~11:00）

021-61000899

地铁：轨交九号线  商城路站
公交：130路、583路、961路、977路、
181路、783路、隧道三线、119路、787
路、792路、浦东11路、791路、522路、
870路、451路、789路、980路、798路、
1019路环线、795路、陆家嘴金融城2路
、陆家嘴金融城3路、01路、607路、818
路、82路、939路、981路、985路、992
路、沪南线、浦卫专线、775路等。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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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二至周日

（工作日：
07:45~15:30

021-33620666

139、102、61、59、713、991、910、55
、819、168、99、850、842、559、854
、942、937、817、大桥三线、大桥五线

、地铁10号线（五角场站）

普检 爱康国宾上海陆家嘴分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900号，近桃林路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一至周六

（工作日：
07:45~15:30
双休日：

021-51351118

地铁：6号线（源深体育中心站1号出
口）

公交：81路、974路、774路、981路、
971路、797路、陆川线、上川线、新川
线、沪华线、申陆线、783路、630路、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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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检
爱康国宾上海中山公园南延

安西路分院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018号2层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二至周日

（工作日：
07:45~15:30

021-62250066
地铁：3号线、4号线(延安西路站）

公交：776路、946路、925线、936路、
127路、96路、57路、71路、44路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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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二至周日

（工作日：
07:45~15:30
双休日：

021-62318270

忻康里站：23路、824路空调、935路空
调

曹家渡站：13路空调、54路空调、316路
空调、327路空调、941路空调、45路空
调、136路空调、321路空调、765路空调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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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一至周六

（工作日：
07:45~15:30

021-52793833

真光路梅川路站：727路空调、827路空
调、807路空调、947路空调

梅川路真北路站：837路空调、948路空
调、876路空调、长征1路空调

普检
爱康国宾上海西藏南路老西

门分院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768号4层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一至周六

（工作日：
07:45~15:30

021-63460133
地铁：8号、9号、10号线

公交：大桥一线、782、18、18、23、
318、454、715、771、802、969、24

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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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季：周一至周日
淡季：周一至周六

（工作日：
07:45~15:30

021-63212277
地铁：10号线（豫园站1号出口）

公交：26路、926路、320路、隧道三线
、127路、17路、上川线

普检
爱康国宾广州花城大道南天

广场体检分院五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1号5层 周一至周六 020-22223311

乘坐路线122、183、195、204、252、
301、303、305、836、882、B21、51、
B9（南方报社站下）或138、194、407、
778、811、B22、40、44（花城大道站
下），3号线珠江新城A2出口或5号线五

普检
爱康国宾广州林和西中泰体

检分院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中泰国际广场5楼 周一至周六 020-23383188

地铁：1号线和3号线广州东站B1出入
口；

公交：乘坐路线280、810、810A、256、

普检 爱康国宾深圳福田分院
深圳福田区滨河路北彩田路东交汇处联合广场B

座裙楼B201/203
周二至周日（08:00-

16:00）
0755-

26161622

途经公交车：26, 28, 52, 73, 109,
229, 235, 338, 367, 382, j1, k548,

k568, 高峰专线21, 机场9线

普检 爱康国宾深圳罗湖分院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44号天地大厦1、3层
周二至周日（08:00-

16:00）
0755-

22232019
59路、336路、366路、80路、313路、
207路、18路等到天地大厦站或西湖宾馆

普检 爱康国宾深圳科兴分院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学

院B座3单元3A层
周二至周日（08:00-

16:00）
0755-

86963888

209\233\236\339\36\49\81、B814\B839
、E19、E9、M229、至科苑北站下车，地
铁路线：1号罗宝线深大站A4出口步行

普检 爱康国宾深圳华强分院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深圳国际文化大

厦3A层
周二至周日（08:00-

12:00）
0755-

83181821

普检 爱康国宾南京鼓楼分院 南京市中央路19号金峰大厦3、4楼
周二至周日（07:30-

16:30）
025-86640066

公交车：游1、1路、3路、33路、35路、
38路、46路、25路、28路鼓楼北站下，
16路、31路、34路、100路、67路鼓楼站
下，95路、152路湖北路南站下；地铁一

号线鼓楼站下4A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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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检 爱康国宾南京新街口分院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145号全民健身中心19F
周一至周六（07：30-

16：30）
025-84676666

公交1路、3路、5路、9路、25路、51路
、805路新街口东站下，地铁一号线新街

口下、二号线大行宫下。

普检 南京爱康国宾江宁分院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118号新都汇广场2层
周二至周日（07:30-

16:30）
025-85670099

公交车：701路、D8路、851路河定桥站
下；709路、821路、829路河定桥南站

下；704路河定桥西站下；
地铁一号线（中国药科大学方向)： 河

定桥站下，1号出口.

6 苏州 普检 爱康国宾苏州东环体检分院
苏州市工业园区东环路1408号东环时代广场2楼

201
（周二至周日）07：

30-11：30
0512-

66681166
轨道交通1号线东环路站下；公交车相门

新村下。

7 常州 普检
爱康国宾常州通江南路体检

分院
常州市通江南路238-2号爱特大厦F层

周二至周日（07:30-
14:30）

0519-
69695000

B1/B12/B13/B16到通江路飞龙路站下，
往北500米

8 江阴 普检 爱康国宾江阴临港体检分院
江阴市临港新城中央商务区CBD苏港路99号（国

检大楼1-2楼）
周一至周六（07:30-

11:00）
0510-

68971999
公交车37路、101路、102路、128路、

118路口岸大厦下

9 芜湖 普检 爱康国宾镜湖分院
芜湖市黄山中路64号鼎湖1876国际旅游文化广

场2号楼F层
周二至周六（07：30-

12:00）
0553—
5918888

公交：9路、12路、32路 、34路、 28路
、 46路至荟萃中学，步行30米

10 无锡 普检 爱康国宾无锡新吴茂业分院 无锡新吴区长江路1号茂业百货F层
（周二至周日）07：

30-12：00
0510-

81975099

公交：18路、32路、35路、35路大、41
路、103路、116路、766、767至长江北

路（旺庄东路）站下

普检 爱康国宾成都外双楠分院 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置信路1号 周一至周六 028-87031100
乘车路线：乘坐343,K1

,K2,100,111,809,318到二环路少陵路
口；乘坐408,42,21,151到逸都路东；

普检 成都红照壁航天科技分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新光华街7号航天科技大厦

5层
周日到周五 028-87050011

乘车路线：乘坐
118,16,213,26,300,334,45,61,78到人

民南路一段下车步行64米；乘坐
1,306,335到新光华街下车步行66米；乘
坐104,334,43,47,62到东御街下车步行

81米；
地铁路线：一，二号线在天府广场站下
车（E口出），步行约7分钟；一号线在
锦江宾馆站下车（C2口出），步行约4分

普检 爱康国宾成都城南分院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新希望国

际C座3楼
周一至周六 028-65261111

普检 爱康国宾成都高新分院 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高新国际广场D座3楼 周一至周六 028-61125333

普检 爱康国宾成都骡马市分院 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18号罗马国际广场4层 周日到周五 028-8615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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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庆 普检
爱康国宾重庆黄泥磅体检分

院
重庆市渝北区洋河东路1号长安丽都揽胜国际广

场二层
周一至周六（08：00-

15:00）
023-88601166

公交路线
1、长安华都站

坐110、111、141、149、151、323、354
、419、421、607、617、841、868到长

安华都站下
2、红土地立交北站

坐202、270、601、611到红土地立交北
站下

3、红土地立交西站[否专厂]
坐110、111、149、151、202、270、323
、419、461、601、604、607、611、868

红土地立交西站下
4、北汽城站

坐461、604、617到北汽城站下

普检 爱康国宾杭州西溪分院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18号西溪创意大厦1F、

2F
周二至周日（07:30-

11:30）
0571-

87971788
公交86、83、130合建村南站下车；118

将村兴达苑下车

普检 爱康国宾杭州文晖分院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08号浙江出版物资大厦2

层
周二至周日（07:30-

11:30）
0571-

87162888
公交74、90、179、591文晖大桥西下
车；地铁1号线打铁关站 文晖路出口

普检
爱康国宾杭州滨江江南大道

分院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好恒鑫大厦裙楼2楼

周二至周日（07:30-
11:30）

0571-
86825055

公交137、107、138江二村下车

14 宁波 普检 爱康国宾宁波鼓楼分院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2号恒隆中心西裙楼3层

（蔡家巷6,16号）
周一至周六（07:30-

11:30）
0574-

89113288

乘车路线：可乘坐公交2、3、14、12、
4-1、14-2、15、19、202、380、504、
515、528、804、809、820路，鼓楼站下
车，6、30、118、305、363、380、501
、527、812、819路，府桥街站下车；地

铁1、2号线，鼓楼站F出口

15 福州 普检 爱康国宾福州鼓楼分院 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328号金源花园三层 周二到周日
0591-

88508500

东水路口站（往返路线）：9 路，11
路，27 路，72路，78路，106路，118
路，133路，317路，310路，130路
东  门 站（往返路线）：130路，K2
路，17路，23路，107路，62路，202

路，318路，9路，27路，23路，202路，
166路，318路，64路

塔  头 站（往返路线）：11路，46路，
70路，72路，108路，118路，130路，

310路，317路，318路，
64路，322路，508路

杭州13



普检
爱康国宾天津南京路吉利大

厦体检分院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09号吉利大厦9层 周二至周日 022-27314488

公交：3路、631路、632路、643路、657
路、659路、669路、673路、840路、842
路、847路、851路、865路、867路、906
路、954路、观光2路、45路、641路、
678路、503路、650路、50路、606路、

600路、35路滨江道站下车
地铁:地铁一号线和地铁三号线营口道站

B口出站

普检
爱康国宾天津东润大厦体检

分院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大直沽八号路交口东侧

东润名邸3号楼401 
停业装修 022-24133773

91路 840路 机场专线5路
地铁：津滨轻轨地铁9号线 东兴路站B出

普检 爱康国宾天津峰汇分院 河西区围堤道103号峰汇广场B座5楼(近友谊路) 周二至周日 022-58689355
48路; 48路区间; 95路; 175路; 662路;
677路; 677路区间; 698路; 855路; 872

路; 908路; 963路; 968路

普检
爱康国宾天津南马路悦府广

场分院（待开通）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与南门外大街中粮广场6-7

层
周二至周日

022-59006667
022-59006559

161、168、635、657、676、840、855、
865、中旺-西站专线、333内环、333外

普检
爱康国宾烟台莱山区港城东

大街体检分院
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588号三城国际副楼

周二至周日（旺季
07:00-11:30淡季
7:30-11:30）

0535-6911777
市委党校、海悦大厦站：56、19、K1

广播电台站：10、17、23、51、52、62
、567西行200米

普检
爱康国宾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体检分院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97号国家羽毛球

训练基地

周一至周日（旺季
07:00-11:30淡季

7:30-11:30）每周三

0535-6397111
开发区21路车,201路小苗家区间车,201
路小苗家区间，到“正邦创业园”站下

车

普检
爱康国宾烟台芝罘区南大街

体检分院
解放路156号世茂广场三楼

周一至周日（旺季
07:00-11:30淡季

7:30-11:30）每周二
休息

0535-6862222

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站点
途径公交：11路、17路、45路、50路、
50路杨家台子、6路下车即到。
浦发银行站点
途径公交：10路、1路、2路、52路、5路
、K62路下车向东北方行进800米即到
张裕博物馆站点
途径公交：18路、18路竹林寺、28路、
37路、3路、3路刘家、K61路下车向南走
400米即到
北极星钟表站点
途径公交：11路、17路、18路、18路竹
林寺、28路、32路、37路、3路、3路刘
、43路、45路、46路、50路、50路杨家
台子、6路、k61路、高铁巴士1号线
下车向东1200米即到。
烟台山医院站点
途径公交：32路、43路、46路下车向南
走1100米即到。

普检 潍坊新华路分院 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88号
周一-周六（7：40-

12:00）
0536-8583779

新华路民生东街站：22、32、53、55、
65

普检 潍坊东方路分院（待开通） 潍坊市高新区卧龙街与东方路交叉口东北角 20路

天津

烟台

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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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威海 普检 威海滨海分院 威海市海滨北路附36号
周二至周日（7:30-
11:30）每周一休息

0631-3809737

（府前商厦）1、乘坐
5.10.16.17.19.20.33路 鲸园小学站下

车东行100米即到
2、乘坐 1.9.14.22.24路 三角花园站下

普检
爱康国宾长春亚泰鸿城西域

体检分院
吉林省长春市亚泰大街6988号

周二-周六：7.20-
15.00      周日：

7.20-11.30

0431-
85200302
0431-

81968855

公交：乘坐246路270路5路88路 到 南岭
小学 下车步行73米

乘坐120路副线120路正线154路218路238
路 到 亚泰大街 下车步行203米

普检 爱康国宾长春建设分院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贵阳街287号建设大厦302-

312室

周二-周六：7.20-15.00 周

日：7.20-11.30

0431-
85200302
0431-

81964321

可乘坐8路、16路、61路北线、62路、
273路、288路上海路站北行50米；137路
、152路呼伦路站西南方向150米；2路、
106路、280路、288路、141路、264路清
明街站西行300米；地铁1号线胜利公园
站南行500米；好望角、欧亚奥特莱斯购

普检
沈阳爱康国宾医院太原街分

院（待开通）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236号

周一至周六（08：00-
11:00）

024-83506666

太原南街站：117、226、202、149、铁
西二线                        新华
广场站：231、115、327、324、296、

266、西走100米               民族南
街站：135、239、261、134、257、297
、预备役号 南走200米        东北汽
配商贸中心(公交站)：203、206、257

普检 沈阳爱康国宾青年大街分院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58号
周一至周六（08：00-

11：00）
024-31851666 地铁1号及地铁2号，青年大街站C出

口

24 银川 普检
银川爱康国宾慈铭综合门诊

部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国贸中心B座4层

周一-周六（7：40-
11：30）

0951--
5155757

乘车路线：光明广场公交站：35、42、
105 盛世春天公交站：1、11、12、34、
49、106、201下车向西至红绿灯再向北

普检 武汉爱康国宾金墩分院 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59号1幢3层
周二至周日（07:40—

12:00）
027-59307347

公交：乘10路、342路、38路、411路、
509路、603路、703路

普检 武汉爱康卓悦综合门诊部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汉街总部国际B座2层
周一至周六（07:40—

15:00）
027-59307349

公交：343路，530路，540路，566路，
577路，583路，618路，702路，723路，
724路，729路，805路，电车8路公交线

路，地铁4号线楚河汉街站C出口

普检 长沙爱康国宾阳光分院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09号中远公馆101

房
周一至周六（08:00—

12:00）
0731--

82083880

公交：123、703、912、915（新建西路
口）701、105、115、140、803（麻园

塘）4、104、150、702、804、905、908
（涂家冲站下南走200米）

普检 长沙爱康国宾八一桥分院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593号（潇湘华天酒

店六楼）
周一至周六（08:00—

12:01）
0731-

82779922

公交路线：乘807、116、348、405、402
、303、9、109、159、115、102路公交
到八一桥站；142、301、1、501路公交
到清水塘（军区医院）站。   地铁：地

铁2号线芙蓉广场站

武汉

长沙26

长春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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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检
爱康国宾长沙河西西中心分

院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49号西中心（海沃·西

城）T1写字楼3A层
周二—周日（早8：

00-12:00）
0731-

88709386

公交路线：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站：
315、18、228、902、205、213、211、
309、359、909、w209路；汽车西站：12
、405、317、149、18、203、205、211
、309、314、315、348、372、66、704
、902、909、w209路、高新园区穿梭巴
士1号线、高新园区通勤车  地铁：2号

普检 西安爱康高新分院
西安市沣惠南路北段恬静园四层（特警支队北
侧50米路西）（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西端南侧

恬静园1幢1单元10403室）

周二—周日（早8：
00-12:00）

4000-890-999
转2902

216路、2路终点站“特警支队”站下
车，向北50米路西

普检 西安爱康经开分院
未央大道199号美豪酒店3层（西安市委旁）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199号聚泽酒店三
周二—周日（早8：

00-12:00）
4000-890-999

转2901
乘坐228、230、619、318、509、207到

行政中心下车，美豪酒店3楼

普检 西安爱康曲江分院
慈恩西路南段曲江六号1-3层（大唐不夜城旁）
（西安曲江新区环塔西路曲江六号小区29号楼

10101室）

周二—周日（早8：
00-12:00）

4000-890-999
转2903

①乘坐“12路、26路、27路、44路、407
路、503路、720路、722路”到“钟研所
”下车，“钟研所十字”向东步行至“
慈恩西路十字”,十字路口向南50米路西
即到②乘坐“21路、22路、23路、24路
、44路、212路、224路、407路、500路
、”到“雁南路”下车，向西步行至“
慈恩西路十字”,十字路口向南50米路西
即到③乘坐“242路、715路、720路、
722路、”到“大唐不夜城”下车，向西
步行至“慈恩西路十字”,十字路口向南

普检 贵州爱康国宾韦顺达源分院
观山湖区世纪城龙晖苑p区（观山湖分局斜对

面）
周一至周六

（08：:00-12:00）
0851-

85536666
公交：238路、311路、71路至韦顺达源

体检中心站

普检 贵州爱康国宾凯里分院 凯里市永乐路28号大地永乐家园4层
周一至周六

（08：:00-12:00）

普检
贵州爱康国宾毕节分院（待

开通）
毕节市七星关社区松山路三江花园B栋1-2层

周一至周六
（08：:00-12:00）

29 佛山 普检
爱康国宾佛山千灯湖体检分

院(卓悦店)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灯湖东路1号友邦金融金融中

心1座25层及2606
周一至周六（8:00-

12：00）
0757-

63810888

地铁：广州地铁1号线西朗站-换乘广佛
地铁-千灯湖站（C出口）下车-友邦金融

中心专车接驳巴士/步行约1.3公里
公交：南海车站（家天下广场）-桂07/

桂27/桂16（友邦金融中心）下车

30 绵阳 普检 绵阳爱康高新火炬广场分院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火炬北路附21号三汇金座4

楼（交警4大队正对面）

（周一至周五）8：
00-15：00 （周六）
8:00-12:00  周日休

息

0816-2571373

公交路线：2路、15路、70路，阳光西雅
图站下   37路，交警四大队站下

      57路、39路，21世纪花园站下
71路，火炬大厦站下

31 镇江 普检 爱康国宾长江路文广分院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长江路33号广电大厦裙楼3

层
（周二至周日）7：
00-14：30 周一休息

暂无
公交路线：1路，6路，8路，24路春江潮
广场下    21路、38路、67路、112路、

133路  迎江桥下

长沙

西安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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