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靶向药医疗险合作药房门店清单

省份 城市 药店名称 地址

安徽 安庆 国药控股安庆有限公司国药大药房 太湖县晋熙县人民路 66 号

安徽 巢湖
国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巢湖市巢湖北

路大药房
巢湖市巢湖北路 64 号

北京 北京
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安贞西里店
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一号 1 层 126

北京 北京
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白塔寺店
西城区阜内大街 157 号

北京 北京
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丰北路店
丰台区丰台北路甲 79 号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仓山区金榕南

路大药房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南路 550 号闽江新苑 1 号楼一层 05

店面、04-2 店面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仓山区上藤路

路大药房
福州市仓山区临江街道上藤路 121 号璟辉商厦综合三层 06#店面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鼓楼区东大路

大药房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路 1 号水产大厦一层 13 店面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鼓楼区古田路

国控大药房

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38 号华榕广场一层 I、J、M、L、K、N、P、Q、

J 店面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晋安区福马路

大药房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福马路 411 号渠城新村 1 号楼 04 店面

福建 福州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台江区达道路

大药房

福州市台江区达道路 117-2、117-3 店面（市一医院公交站背后国控

大药房）



福建 福州
华润福建医药有限公司德信行大药房

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133 号晋安区医院大门左侧店面

福建 龙岩
国药控股龙岩有限公司新罗区九一北

路药店
龙岩市新罗区九一北路 50 号银河商业城 9 号一层店面

福建 南平
国药控股南平新力量有限公司南平四

鹤店
南平市延平区八一路 145 号一层 3-4 号

福建 宁德 国药控股宁德有限公司福安鹤兴店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城北街道鹤兴中路 37-39 号

福建 莆田 国药控股莆田有限公司荔城延寿店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延寿北街中海国际 1 号楼 106-107 号

福建 泉州 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丰泽东海店 丰泽区东海湾.和园临街商铺第 4-5 幢第 53 号商场 02 号店面

福建 三明 国药控股三明有限公司直营药房 三明市梅列区江滨新村 35 幢一层 4 号店面

福建 厦门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亿宝大药房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28 号医保大厦 1 楼西侧 104 号

福建 漳州 漳州市芗城区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漳州市芗城区漳华中路 383 号新城佳园 1 幢 D26-28 号店面

甘肃 兰州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兰州慢病管理

专业药房
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 221-239 号

甘肃 天水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天水慢病专业

药房
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 武威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武威慢病管理

专业药房
武威市凉州区万嘉汇 A2 号区 1 层 A106、A107、A152 号商铺

广东 东莞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东莞大药房 东莞市南城区宏图大道 21 号万科.金域华府海月轩 2 号楼商铺 104

广东 佛山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佛山大药房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26 号首层 2 号

广东 广州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花都

分店
广州市花都区富力金港新城金港北一路 4 号 J26 栋首层 103 单元-1

广东 广州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旗舰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 91 号 27.28 栋首层



店

广东 广州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大药房 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路 22 号首层自编 2 号铺

广东 惠州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惠州大药房富

民路分店
惠州市富民路 2 号润宇华庭一层 13 号

广东 江门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江门大药房 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二路 3 号 102 室

广东 揭阳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揭阳临江南路

大药房
揭阳市榕城区临江南路岭南明珠 1 期 32 号铺

广东 梅州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梅州大药房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三路 94 号 07-08 号铺

广东 汕头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汕头大药房 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 25 号

广东 韶关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韶关大药房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与惠民南路交汇处南枫花园 A1 座首层 第 5 间

（门牌号 150-10）

广东 深圳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深圳大药房 深圳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1 楼西侧

广东 云浮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云浮大药房 云浮市翠玉小区第四幢首层第七卡

广东 湛江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湛江大药房 湛江市霞山区解放西路 22 号荣福.万年红商厦一层 058、059 商铺

广东 肇庆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肇庆大药房 肇庆市端州区东盛名苑 10·11·12 栋商铺 37-38 卡

广东 中山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中山大药房 中山市石岐区康华路 25 号一层 1-3 卡

广东 珠海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珠海大药房 珠海市香洲区朝阳路 99 号

广东 珠海 珠海市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79 号珠海市人民医院门诊楼二楼中厅 210 房

广西 北海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北海市人民医

院院内药房
北海市和平路 83 号北海市人民医院大院内综合楼一楼

广西 崇左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崇左龙峡山中

路大药房
武宣县武宣镇城东路鸿盛中央商业广场项目 3 栋 1-101 号

广西 贵港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贵港建设路大 桂林市象山区临桂路 7 号益华阁（原临桂路 31-33 号）一层 8、9 号



药房 门面

广西 贵港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平南乌江路大

药房

广西崇左市城南区龙峡山中段南侧（崇左逸安居花园）第 5 栋 101 号

房

广西 桂林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桂林大药房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6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后勤综合楼一层 B

铺面

广西 桂林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桂林临桂路大

药房
贵港市建设西路 64 号院锦远国际商住楼 1 楼临街 B 商铺

广西 贺州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贺州育才路大

药房
梧州市新兴二路 6-1 号 A 座地层 8、9 号商铺及二层

广西 柳州 融水人医便民店 融水县融水镇寿星中路（县人民医院旧门诊楼 10-11 号门面）

广西 柳州 文昌大药房
柳州市东环大道 230 号之——居上�东旺阁 2 栋 1-1、1-2、1-17、1-18

号

广西 柳州 武宣城南路大药房 武宣县武宣镇城东路鸿盛中央商业广场项目 3 栋 1-101 号

广西 南宁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大药房 南宁市解放路 71 号医药大楼 A 栋一楼

广西 南宁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南宁区人民医

院大药房
贺州市育才路 27 号

广西 南宁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南宁桃源路大

药房
南宁市桃源路 84 号 1 栋第一层临街铺面

广西 梧州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梧州大药房 柳州市东环大道 230 号之一居上.东旺阁 2 栋 1-1.1-2.1-17.1-18

广西 梧州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梧州阜民路大

药房
梧州市阜民路康乐大厦地层 36 号

广西 玉林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玉林大药房 融水县融水镇寿星中路（县人民医院旧门诊楼 10-11 号门面）

贵州 贵阳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云岩分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北路 143 号供销贸易大厦一楼



海南 海口 国药关爱海口旗舰店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60 号静安园公寓 103-104 铺面

海南 三亚 三亚国药关爱大药房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 176 号东方海景酒店首层

海南 文昌 文昌国药控股专业药房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有一个大道文昌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一层

河北 沧州
华润沧州医药有限公司润林天使大药

房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 衡水
国药乐仁堂衡水医药有限公司第二药

房
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香居美地西 3 号

河北 衡水
国药乐仁堂衡水医药有限公司第三药

房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尚城小区南楼Ｂ6-7 铺

河北 衡水
国药乐仁堂衡水医药有限公司第五药

房
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平安路西侧北方嘉园底商 30 号

河北 衡水
国药乐仁堂衡水医药有限公司第一药

房
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大街 422 号

河北 廊坊
国药乐仁堂廊坊医药有限公司建国道

店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建国道万众里美联公司底商 1 号楼 1113、1115

商铺

河北
秦皇

岛

国药乐仁堂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昌黎

便民药房
昌黎县昌黎镇三街朝阳片（滨海国际商铺 1-4-2 号）

河北
秦皇

岛

国药乐仁堂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青龙

便民药房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康乾街 174 号

河北
秦皇

岛

国药乐仁堂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文化

路店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 224 号

河北
秦皇

岛
华润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医药商场 海港区秦皇东大街 244 号 1-2 层东侧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河北药业有限公司石家庄

国药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567 号嘉和广场二号楼商业第一、第

二层，铺位号为 2-105、2-204-205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健康关爱石家庄大药房有

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 211 号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晋州鑫阳药

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亿联万豪商贸城 A10 栋、A1 栋 108、109、11、

109 号北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栾城鑫源药

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泰安街 46 号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宏远

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 309 号院综合楼（号 007）的 101、

102 室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立康

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 80 长安花苑商业裙楼一层（8）号

商铺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瑞城

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581 号瑞城 D-7 号楼南侧商业 0101

房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医大

一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 89 号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友谊

大街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499 号

河北
石家

庄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长丰

路药房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师范街 66 号

河北
石家

庄
石家庄润益祥大药房有限公司 石家庄高新区闽江道想象国际小区南 9-101 一层

河北 唐山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华岩路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路 54 号



店

河北 唐山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仁和道

店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仁泰里 101 楼 1 单元仁和道 67 号

河北 唐山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体育馆

道店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体育馆道 107 号

河北 唐山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梧桐大

道店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凤凰新城友谊辅路凤之梦底商 A04 北楼 1-13

河北 邢台
国药乐仁堂邢台医药有限公司中兴东

大街店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中兴东大街 339 号

河南 安阳 国药控股安阳有限公司解放路大药房
安阳市北关区彰德路 74 号西楼 1 层(彰德路与解放大道交叉口西南角

西侧)

河南 安阳 华润安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红旗路与人民大道交叉口向北 100 米

河南 开封 国药控股开封有限公司便民药房 开封市顺河区汴京大道 10 号

河南 洛阳 国药控股洛阳有限公司中州大药房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 288 号中心医院新大楼一层门面房

河南 洛阳 华润洛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与芳林路交叉口数码大厦二期 01 幢 0101

房

河南 漯河 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中心医院药房 漯河市人民东路 54 号漯河市召陵区人民路中心医院院内

河南 南阳 国药控股南阳有限公司第一便民药房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路 12 号院内（门诊楼三楼）

河南 南阳 华润南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光武路与工农路口

河南
平顶

山

国药控股平顶山有限公司永康路大药

房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永康路 34 号（永康大酒店对面）

河南
三门

峡

华润三门峡医药有限公司湖滨新稀特

大药房
三门峡市湖滨区崤山路 76 号



河南 商丘 国药控股商丘有限公司凯旋路大药房 商丘市睢阳区凯旋南路 292 号

河南 上蔡 国药控股上蔡有限公司白云大道店 白云大道北段，中医院西侧

河南 舞钢
国药控股舞钢有限公司人民医院专业

药房
舞钢市人民医院大门东侧

河南 新乡 国药大药房胜利路店 牧野区建设路 199 号（卫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层）

河南 郑州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药

房
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 25 号院 2-1 号楼一层

河南 郑州
河南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建设东路

店
郑州市二七区建设东路 49 号院 1 号楼 1-2 层商业 3 号 1 层

河南 郑州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与姚寨路交叉口向东 50 米路北

河南 周口 国药控股周口有限公司中心大药房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路东段周口市中心医院院内

河南
驻马

店
国药控股驻马店有限公司中心大药房 驻马店市中华路中段（市中心医院院内西院）

黑龙

江
大庆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大庆德信行

大药房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毅腾商都 1 层 2-7

黑龙

江

哈尔

滨
国药控股哈尔滨大药房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83 号

黑龙

江

哈尔

滨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哈尔滨德信

行大药房
哈尔滨市道里区田地街副 24-6 号田地大厦 1-2 层 9 号

湖北 恩施
国药控股恩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专业

药房
恩施市舞阳大街 181 号

湖北 荆州 国药控股荆州有限公司一医便民药店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8 号

湖北 十堰 国药控股济安大药房连锁十堰有限公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南 15 号 3 幢 1-3



司六堰店

湖北 十堰
国药控股十堰有限公司国控江苏路连

锁药房
湖北省十堰市江苏路彪炳鼎盛国际广场一楼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

司东湖路店
武昌区高家湾社区家属宿舍 11 栋一楼 1 号商业网点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

司黄石路店

武汉市江岸区安静村 33 号（安静小区 10 号楼）1-3 层、安静村 34 号

1 层 2 室、6 栋一楼 3、4 号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

司陆总店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648 号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

司体育馆店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087 号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

司协和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712 号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武汉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利济北路店
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北路 97 号 3 幢 1 层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武汉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名都花园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 450 号名都花园南区一期 306 栋商 2

湖北 武汉
国药控股武汉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彭刘杨路店
武昌区彭刘杨路 247-249 号的 5 号楼 1 层

湖北 武汉
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汉西花园分

店
武汉市硚口区汉西北路 197 号汉西花园 A 栋 1 层 3 号

湖北 宜昌 国药控股宜昌有限公司万达大药房 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大道 190-4 号

湖南 常德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常德德信行大 常德市武陵区永安街道办事处新东街社区人民路（美隆苑商居楼 103



药房 号）

湖南 郴州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郴州华益润生

大药房
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南路 36-1、36-2 门面

湖南 衡阳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衡

阳南华店
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 59 号二楼

湖南 衡阳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衡阳华益润生

大药房
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 3 号

湖南 怀化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怀

化怀一店
怀化市鹤城区香洲路牡丹富贵花园 53-56 号门面

湖南 怀化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怀化华益润生

大药房
怀化市鹤城区锦溪南路 233-235 号医药一条街 39-41 号门面

湖南 吉首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

房吉首店
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 21 号一楼临街门面 12 号

湖南 娄底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娄

底中心店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东 314 号

湖南 娄底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娄底华益润生

大药房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东 278 号

湖南 邵阳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邵阳华益润生

大药房
邵阳市大祥区双拥路 9 号地香儒雅庭 5-6 号门面

湖南 湘潭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湘

潭中心店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 123 号 2 栋

湖南 湘潭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湘潭华益润生

大药房
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街道 21 号西商住楼 15 号门面（411100）



湖南 益阳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益

阳津湘店
益阳市赫山区康富北路 113 号

湖南 益阳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益阳华益润生

大药房
益阳市赫山区康复北路 28 号基督教协会信义大楼第 A101

湖南 永州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

房冷水滩店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和睦小区门面(永州大道与逸云路交汇处西北角

5 栋 1 商业 014)

湖南 岳阳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岳

阳中心店
岳阳市岳阳楼区建设南路 609 号

湖南 岳阳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岳阳华益润生

大药房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9 号粮都大酒店一楼大厅左侧门面

湖南 长沙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附二店
雨花区韶山北路 256 号紫金苑 6 栋

湖南 长沙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附

一店
新址：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芙蓉中路一段 459 号一楼铺面

湖南 长沙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维安大药房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72 号长房西城湾商铺 2 层

湖南 长沙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咸嘉湖益

生药号
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街道八一路 109 号仓库楼第一楼

湖南 长沙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生药号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22 号恒晟商厦 A 栋 10 楼

湖南 长沙 华润湖南新特药有限公司润生药号 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 698 号

湖南 长沙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

房（注：湘雅附二店）
长沙市雨花区梓园路街道 520 号

湖南 长沙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

房芙蓉路店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319 号绿地商业广场 A108-1



湖南 株洲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店
株洲市天元区滨江西路 33 号中泰财富湘江 2 栋 114 号、115 号

湖南 株洲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

房株洲店
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南路 17 号（412007）

吉林 白城 国药控股白城大药房有限公司 白城市金山迪雅溪谷 15 栋东数第 4 门市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

路连锁店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和平路 2007 号名华世纪家园小区 2 号楼 2-3 号

网点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鸿博

花园连锁店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鸿博花园 7 号楼 1-2 层 7 号网点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江北

连锁店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湘潭街南通路 10 号楼 4 号网点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江东

路连锁店
吉林市丰满区江东路 1 号江南壹号花园 D-5 号 1-2 层 015 号网点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青岛

街连锁店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青岛街菜市胡同 3 针织综合楼 22 号网点

吉林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长春

路连锁店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 38 号楼 1 层 63 号网点

吉林 四平 国药控股四平有限公司新开路药房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七马路街团结委 903 号楼

吉林 松原 国药控股松原市大药房有限公司 松原市宁江区文化路 1188 号

吉林 松原
国药控股松原市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
前郭县清真街尚品国际第 2 幢 17 号商企

吉林
汪清

县

国药控股专业药房延边连锁有限公司

汪清县第一便民药房
汪清县汪清镇清林路南 355 号



吉林 延吉
国药控股专业药房延边连锁有限公司

新兴街店
延吉市新兴街丹青胡同 12-11

吉林 延吉
国药控股专业药房延边连锁有限公司

长虹胡同店
延吉市铁南路 150-8

吉林 长春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 长春市朝阳区万宝街 37 号鸿业花园 4 号楼 104 室

吉林 长春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高

新分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桦甸街与湖光路交汇处（桦甸街 619 号）4 号楼

103 室

吉林 长春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公

平分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岭北街与公平路交汇碧泉山庄小区 27 栋 104

室

吉林 长春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长

春分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仙台大街 767 号

江苏 常州
江苏采活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常州晋陵

中路药店
常州市天宁区晋陵中路 517 号赢通商务大厦 11 楼

江苏 昆山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陆家药店 陆家镇南路 26 号

江苏 昆山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前进西路

药店
前进西路 66-68 号

江苏 昆山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同德堂药

总店
人民路 10 号

江苏 昆山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樾阁南路

药店
樾阁南路 60 号

江苏 南京
国药控股江苏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南京

中华路药店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440 号

江苏 南京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第一药房 南京市秦淮区马路街 1 号 454 医院空勤楼 1 楼



江苏 南京
江苏采活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南京中华

路二店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308 号

江苏 南通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恒康堂大药房 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 290 号崇川大厦 102C 室，102D 室

江苏 南通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新特药房附院

店
南通市崇川区西寺路 20-1 号

江苏 南通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 68 药店 南通市崇川区外环西路 179 号

江苏 苏州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 69 药店 广济医院

江苏 苏州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 7 药店 苏州市人民路 115 号

江苏 苏州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 9 药店 苏州市十梓街 340 号

江苏 苏州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医药大厦 苏州市临顿路 86 号

江苏 苏州 苏州国慈药店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漓江路 1 号苏州科技城医院负一层房屋 4 号店铺

江苏 太仓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太仓同德

堂药店
太仓县府街 33 号

江苏 泰州 国药控股泰州有限公司新特药房 泰州市百饰得建材装饰城 3 幢 113 室、114 室、115 室

江苏 无锡
江苏采活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无锡通扬

路药店
无锡市梁溪区汇普金融大厦 251-6 号一层商铺

江苏 盐城
国药控股盐城大丰丰中大药房有限公

司
盐城市大丰区大华路 39 号丰中名邸 18、19 幢 111 室

江苏 盐城
国药控股盐城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解

放路店
盐城市区青年中路 26 号圣华名都苑 3-1 幢 105 室

江苏 扬州
国药控股扬州大药房有限公司市人医

新特药房
扬州市文昌中路 175 号

江苏 扬州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苏北新特药房 扬州市南通西路 98 号



江苏 宜兴
江苏采活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宜兴健康

大药房
宜兴市宜城街道通贞观路 2 号一层

江苏
张家

港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 67 药店 张家港杨舍镇华怡商厦 M3

江苏
张家

港
张家港市百禾医药第一药店 张家港市杨舍镇杨舍西街 52 号

江苏 镇江 国药控股镇江有限公司新特药房 镇江市京口区大西路 55 号京润国际花园 1 幢第一层 102 室

江西 南昌 国药控股南昌大药房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石泉村 9 号

辽宁 鞍山 国药控股鞍山大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鞍山市立山区胜利北路 320 号

辽宁 鞍山
国药控股鞍山大健康药房有限公司台

安分店
台安县恩良路南

辽宁 鞍山 国药控股鞍山有限公司新特药店 鞍山市经济开发区钢西路 7 号

辽宁 本溪 辽宁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旗舰店 本溪市明山区解放北路 24 栋 1 至 3 层

辽宁 朝阳 国药控股北票专业药房有限公司 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南山管理区市府街东段六号

辽宁 大连 大连润德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同泰街 89 号

辽宁 大连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新特药大药房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135 号 1 单元 1 层 2 号

辽宁 大连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新药大药房 大连市西岗区工一街 107 号

辽宁 丹东 国药控股丹东有限公司国控药房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宝山大街 76 号

辽宁 丹东
国药控股丹东有限公司专业药房人民

路店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 338 号

辽宁 丹东
国药控股丹东有限公司专业药房中心

医院店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

辽宁 抚顺 国药控股抚顺有限公司新特药店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 22 号楼 5 门



辽宁 锦州
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北京路新特药

大药房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北京路二段 11-56 号

辽宁 锦州 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新特药大药房 锦州市凌河区解放东路 28-10-69 号

辽宁 沈阳 国药控股大药房军区总医院店 沈阳市文化路一方广场东门

辽宁 沈阳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盖州中心药房 营口盖州市永安路 5 号

辽宁 沈阳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新特药店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20 号

辽宁 沈阳 沈阳润德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沈阳市大东区东逸街 7 号（网点 7 门）

辽宁 铁岭
国药控股铁岭有限公司西丰国药大药

房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西丰镇红旗路 55 号

辽宁 铁岭
国药控股铁岭有限公司专业药房中心

医院店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城区钟山路北段

内蒙

古
包头 包头市肿医新特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包头市青山区团结大街 18 号

内蒙

古

呼和

浩特
国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土左大药房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人民医院内西侧

内蒙

古

呼和

浩特
内蒙古健爱医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 36 号学府康都 B 座 1 层东侧

内蒙

古

呼伦

贝尔

国药控股呼伦贝尔有限公司鄂温克旗

药房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辉河路一七三二街

内蒙

古
通辽 国药控股通辽有限公司关爱大药房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大街中段路北华申时代广场东临街商品房

内蒙

古
乌海 国药控股乌海大药房有限公司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巴音赛北路 27 号（巴音赛大街商业房）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解放路 103 号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公

园店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园林所综合楼 1-7 号营业房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凉

城店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镇解放街一居委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桥

西店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建国三路桥西卫生院一楼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清

河正大店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光明街土地局集资楼北侧 1 段营业房 A2 号

内蒙

古

乌兰

察布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新

体路店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体大街北侧建设路西侧红楼新苑 A8#商业房

1012

宁夏 银川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国药一分店 银川市兴庆区永安巷

宁夏 银川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贺兰山大药房 银川市兴庆区治平路清苑尚景

青海 西宁 青海国药控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81 号商业广场 4 号楼颐高休闲广场一楼

山东 滨州 滨州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二路渤海八路西南角

山东 东营 东营天成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东营市西二路 489 号

山东 菏泽 菏泽市牡丹区国控大药房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时代奥城西安路一楼门市 6 号、7 号

山东 济南 济南润生新药特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439 号

山东 济南
济南三九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共青团路

连锁店
济南市市中区共青团路 28 号

山东 济南
山东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济南和

平路店
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 47 号泉城新时代商业广场 1 号楼 1042



山东 济南
山东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济南经

三路店
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182-3 号

山东 济宁
济宁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解放路

店
济宁市解放路商业街 23-10

山东 济宁
济宁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绿色家

园店

济宁市诗仙路绿色家园天玺小区 2 号高层住宅 1 层 0115、0116 两间

门头房

山东 济宁
济宁新华鲁抗大药房有限公司古槐路

新华鲁抗大药房
济宁市古槐路鲁兴大厦

山东 莱芜 莱芜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莱芜经济开发区雪湖大街中央华府沿街楼 36 号

山东 聊城 聊城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卫育南路 2 号宏运房产 2-10(大清花南 5 米）

山东 临沂 临沂市兰山区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州路 171-2 号慧谷御园小区 7 号楼

山东 青岛 青岛德信行惠友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漳州一路 42 号

山东 青岛 青岛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 175-21 号

山东 威海 烟台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西城路 24-19 号

山东 潍坊
华润潍坊远东医药有限公司远东平民

大药房潍坊八店
奎文区虞河路爱丽舍大酒店沿街房

山东 潍坊
华润潍坊远东医药有限公司远东平民

大药房潍坊一店
奎文区四平路 136 号(四平路佳乐家南邻）

山东 潍坊 潍坊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 166 号广文苑小区 6 号楼 101

山东 烟台 烟台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面市街 2 号

山东 烟台 烟台惠友大药房 烟台市芝罘区南通路 1 号山海云天小区 1 号楼附 1 号

山东 枣庄 枣庄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中路锦绣苑 1 号楼 5 号门市房

山东 诸城 华润潍坊远东医药有限公司远东平民 诸城市南外环人民医院对面



大药房诸城二店

山东 淄博
山东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淄博张店

华润中央公园店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 189 甲 11 号

山东 淄博 淄博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53 号

山西 大同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

同三院店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锦祥小区商铺 17 号

山西 晋城
国药控股山西晋城有限公司凤城大药

房
晋城市凤城路育才街四季花城小区 G1 号楼 105 号商铺

山西 临汾 国药集团临汾有限公司国康大药房 临汾市尧都区广宣街 6 号

山西 吕梁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吕

梁刘家湾店
吕梁市离石区莲花街道办刘建湾村

山西 太原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零售一部 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寺街 18 号

山西 太原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职工新村路国

药大药房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村路 1 号 6 幢 1 层东 8-11

山西 太原 国药山西国康大医院药店有限公 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大街 99 号门诊楼北侧医技楼南侧 101 室-103 室

山西 太原
华润山西康兴源医药有限公司大药房

新特药大药房
太原市杏花岭区敦化南路 43 号嘉隆商务中心一层南户

山西 阳泉 国药山西阳煤三院大药房有限公司 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路 30 号

山西 运城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运城盐湖禹西

大药房

运城市盐湖区大道与禹西路交叉口西北角郡都世纪大厦 C 单元 C107，

C106 号房

山西 运城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运城中心店 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南，禹西路西坐西面东门面房

山西 长治
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国药大药

房和平店
长治市和平医院核磁共振候诊大厅



山西 长治 长治市国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候堡镇潞安大街 5 潞安总院院内西侧

陕西 安康 国药控股安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安康市巴山西路 124 号

陕西 宝鸡 国药控股宝鸡大药房有限公司 宝鸡市姜谭路

陕西 汉中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汉中劳

动西路店
汉中市汉台区劳动西路 2 号

陕西 商洛
国药控股商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连

锁一部
商洛市北新街 133 号

陕西 渭南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渭南中

心店
渭南市临渭区胜利大街中段上上国风商铺

陕西 西安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乐西路 3 号电力建设公司一楼商铺

陕西 西安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唐都二

店
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38 号

陕西 西安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雁塔西

路分店
西安市雁塔西路 158 号双鱼花园 2 楼商铺

陕西 咸阳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咸阳渭

城人民路分店
西安市咸阳市人民路

陕西 延安
国药控股延安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一分

公司
延安市宝塔区二道街

陕西 延安
国药控股延安药品零售有限公司绿色

大药房
延安市宝塔区双拥大道保安大厦负一层

陕西 榆林 国药控股榆林有限公司大药房分公司 榆林市榆阳区西人民路 8 号

上海 上海 国药控股药房上海有限公司 静安区康宁路 1095 号

四川 成都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武侯区武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 2 号



兴四路药店

四川 成都
四川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金牛区

一环路西三段药店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 10、12 号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晟德药房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将军街 68 号附 3 号-附 5 号

四川
成都

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金牛

区一环路西三段药房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 10 号附 1 号、附 2 号

四川
达州

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州

药房
四川省达州市西外凤凰大道 3 号楼附 202 号门市

四川
德阳

市

国药控股德阳有限公司泰山路关爱大

药房
四川省德阳市区泰山路一段 112 号

四川 南充 四川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南充店 南充市嘉陵区嘉南路 101 号

四川
攀枝

花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攀枝

花药房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 21#

四川
遂宁

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药房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渠河南路 127、129、131 号

四川 西昌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西昌

便民药房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下顺城街 6 号

天津 天津
国润（天津）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二十

店
天津市武清区机场道 10 号（武清中医院院内）

天津 天津 国润（天津）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三店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凌昌路 88 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

院院内）

天津 天津 天津博康胜家大药房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桂林路 2 号岳都园底商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八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新港二号路 1482 号（天津港口医院门诊一



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二店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14 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二十一

店
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街金钟河东街 72 号 3 号楼 101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六店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上海道 1433 号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七店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406 号（天津医院院内）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八店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津沽路 890 号海河医院门诊楼 1-B24 室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二店 天津市红桥区北马路 354 号（天津中医院研究院附属医院门诊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九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南环路 1200 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门诊

楼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六店 天津市津南区津沽路 120 号（咸水沽医院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七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创业路（大港油田总医院院内综合楼二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三店 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 24 号（第三中心医院分院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五店 天津市河北区南口路 186 号（第一医院门诊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十一店 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 3 号（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院内）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五店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第一中心医院院内一楼）

天津 天津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一店 红桥区芥园道 130 号（人民医院门诊楼一楼西侧）

云南 昆明 国药控股昆明大药房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佴家湾 440 号永安苑综合住宅楼 2 幢（1 层商铺

7-8 号）

云南 昆明
国药控股昆明大药房有限公司金碧大

药房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东寺街 300 号金碧商城 1-6 幢 B 座 1 层 1-6 号

云南 昆明
国药控股昆明大药房有限公司西昌路

大药房
云南省昆明市西昌路 295 号



云南 昆明
国药控股昆明大药房有限公司秀苑路

大药房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秀苑路高美云安小区 B 幢第 1 层 13 号商铺

云南 昆明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大药房 云省昆明市新闻路 337 号报业尚都 1 幢 118 号

浙江 杭州 杭州国控大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直大方伯 57 号

浙江 杭州 杭州三九杭州温州路店 杭州市拱墅区温州路 35 号一楼

浙江 湖州 杭州三九湖州东街店 湖州市所前街 90 号

浙江 湖州 慕韩斋药店 湖州市红旗路 12 号

浙江 丽水 丽水国控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丽水店 丽水市莲都区北环路 69 号

浙江 丽水
丽水国控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医药商

场
缙云县五云街道溪滨南路 31 号

浙江 衢州
衢州德信行天福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新

桥街店
衢州市新桥街 1 号

浙江 温州 温州市好喜好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嘉福公寓 1-4 幢 104-5 室

重庆 重庆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江北区建新东

路药店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一村 35 号 6 幢第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