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舗数 PROVINSE CITY 店名 住所 TEL

1 香港 香港 置富第一城 沙田置富第一城一樓107-108舖 +852-2164 0266

2 香港 香港 上環信德中心店 上環信德中心2樓231B鋪 +852-2546-3308

3 香港 香港 香港仔中心第5期店 香港仔南宁街香港仔中心地第5期8号铺 +852-2552-8955

4 香港 香港 龍馬大廈(油麻地) 九龍旺角彌敦道550號龍馬大廈地下A號舖 2750 6511

5 香港 香港 大埔廣場 (大埔) 大埔廣場地下61&62號舖 2666 9622

6 香港味千 香港 屯門 (天生樓) 新界 屯門 屯門鄉事會路88號 天生樓 地下 5鋪 26380783

7 香港 香港 愉景新城
荃灣青山公路398號愉景新城一樓1016-1018號舖
Shop 1016-1018, Level 1, D Park, 398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2651 0608

8 香港 香港 東涌
新界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地下2及3號舖
Shop No. 2 & 3, Ground floor, Fu Tung Shopping Centre, Fu Tung Estate, Tung Chung, 

2791 0618

9 上海 上海 上海金山分店/朱泾店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万安街835号1层 +86-(0)21-67313298

10 上海 上海 上海九亭店 松江区沪松公路1509号一楼九亭地铁商铺JT—108 +86-(0)21-67881885

11 上海 上海 上海江桥老街店 嘉定区江桥虞姬墩路555号一层102-103号店铺 +86-(0)21-59577698

12 上海 上海 巨峰路店 浦东新区巨峰路1058弄2号A-1 +86-(0)21-68682733

13 上海 上海 领先餐饮-北斗星店 宝山区长临路913-999号北斗星商业广场1F 021-56479895

14 上海 上海 新园路分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园路92、96号。 +86-(0)21-68387171

15 上海 上海 祥凝浜路分店 上海市青浦区凝祥浜路522号 +86-(0)21-59235597

16 上海 上海 广富林路分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弄B1层S0342028 +86-(0)21-67680293

17 上海 上海 上海公园东路分店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289弄号C1单元 +86-(0)21-39280852

18 上海 上海 上海通河路分店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路543弄1号 +86-(0)21-66187707



19 上海 上海 上海沪青平公路二分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C区411室 +86-(0)21-39296167

20 上海 上海 上海八一路分店/上海市崇明八一路店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八一路206号002单元一层 +86-(0)21-69609800

21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沪南路分店/百联东郊购物中心店 上海市沪南路2420号G50-1-004 +86-(0)21-68937525

22 上海 上海 松江员工培训中心 松江区新飞路951号 +86-(0)21-67602000（*295）

23 上海 上海 上海市白丽路分店/恒达休闲广场店 上海市普陀区白丽路261-263号 +86-(0)21-66282298

24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宜山路分店/光启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55号地下二层03-04号 +86-(0)21-64810232

25 上海 上海 上海嘉亭荟店 上海市墨玉南路1055号 +86-(0)21-69503603

26 上海 上海 上海天山西路二分店/北新泾天山西路宜嘉坊店上海长宁区天山西路171号 +86-(0)21-52379768

27 上海 上海 上海老沪闵路分店/好又多 上海市徐汇区老沪闵路809号 +86-(0)021-52231397

28 上海 上海 上海吴中路分店/苏宁店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726、729号 +86-(0)21-34979330

29 上海 上海 上海牡丹江路分店/易买得店 上海市牡丹江路1258号易买得牡丹江店1F-S-11店铺 +86-(0)21-33913057

30 上海 上海 上海东靖路分店/高行万嘉商业中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1981号（万嘉商业广场店） +86-(0)21-20221559 

31 上海 上海 上海江桥万达店/金沙江路分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1号 +86-(0)21-59976522

32 上海 上海 上海广纪路分店/赤峰路店 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91号102、202铺位及三层全部商铺 +86-(0)21-33811593 

33 上海 上海 上海大华路分店/大华虎城嘉年华店/大华大润发店上海市宝山区大华路352号109室 +86-(0)21-36535960 

34 上海 上海 上海兰溪路店 上海市兰溪路143号一楼 +86-(0)21-32241038 

35 上海 上海 上海横港路分店/大润发松江泗泾店 上海市松江去泗泾镇横港路18弄63号2号商铺 +86-(0)21-37695677

36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铜川路分店 上海市铜川路1688号 +86-(0)21-52137527

37 上海 上海 上海长寿路三分店/上海长寿路亚新生活广场店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401号、401号甲205-206部位 +86-(0)21-52127255 

38 上海 上海 上海市虹桥三分店 虹桥高铁站B1层 +86-(0)21-51511072

39 上海 上海 上海天山路二分店/汇金百货天山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900号 +86-(0)21-59762046

40 上海 上海 上海沪青平公路分店/徐泾家乐福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1829号 +86-(0)21-59762046 

41 上海 上海 锦尊路分店 上海浦东新区锦尊路507号、511号1楼 +86-(0)21-20246898

42 上海 上海 上海南亭工路分店/南桥二店 上海奉贤区南亭路601号 +86-(0)21-67191737

43 上海 上海 上海华灵路分店/大华大润发 上海宝山区华灵路1051路 +86-(0)21-66375027

44 上海 上海 上海龙阳磁悬浮店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100号（龙阳路磁悬浮站商铺） +86-(0)21-5042 6755 

45 上海 上海 上海张扬路分店/浦东金桥路店/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店上海浦东张扬路3611弄1号一层121.122.125室 +86-(0)21-20233011 

46 上海 上海 上海繁兴路分店/华漕大润发 上海闵行区繁兴路399弄2号（华漕大润发内） +86-(0)21-52265917

47 上海 上海 上海周浦万达店 上海周浦万达广场步行街3楼 +86(0)21-38231257 

48 上海 上海 上海黄兴路大润发店/杨浦大润发店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1618号67商铺（大润发超市内） +86-(0)21-55055847 

49 上海 上海 上海秀沿路店/上海康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1132号1层57商铺（康桥大润发超市内） +86-(0)21-68195526 

50 上海 上海 上海中华新路店/上海王子百货店 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567号1层 +86-(0)21-56636260 

51 上海 上海 上海曲阳路二分店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980 +86-(0)21-65538116 

52 上海 上海 上海凯虹店/珠线虹桥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1529号轨道交通明珠线虹桥路站虹桥路3-11 +86-(0)21-62806626 

53 上海 上海 上海银霄路分店/上海龙阳百安居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百安居园艺区 +86-(0)21-50599884

54 上海 上海 上海龙茗路店（十尚坊）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1048号112单元一层 +86-(0)21-54162007 

55 上海 上海 上海南站店 上海市闵行区石龙路750号-3 南2-A6 +86-(0)21-54355030 

56 上海 上海 上海凉城店 上海市虹口区车站南路330弄2号、6号D-5单元 +86-(0)21-65933379

57 上海 上海 上海足球场店/东江湾路分店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5号门 +86-(0)21-65403044

58 上海 上海 上海淞南店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651号D-1单元 +86-(0)21-56829617



59 上海 上海 上海新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088号B102单元 +86-(0)21-58548676

60 上海 上海 上海万里店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1500号NO.37 +86-(0)21-54351450

61 上海 上海 上海新都会店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1500弄10号 +86-(0)21-33580190

62 上海 上海 上海外高桥店/高桥保税区夏碧路分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夏碧路261号D-4 +86(0)21-5862-5931

63 上海 上海 上海环龙店 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360号1层 +86-(0)21-51810982

64 上海 上海 上海罗宾森店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138号L1-5，L2-5单元 +86-(0)21-5952-9588

65 上海 上海 上海曲阳店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570号东楼5单元 +86-(0)21-6553-1235

66 上海 上海 上海中环店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288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内 +86-(0)21-6139-2303

67 上海 上海 上海东方明珠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88号 +86-(0)21-5878-7319

68 上海 上海 上海博学楼店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1859号 +86-(0)21-6282-7892

69 上海 上海 上海金桥店/百安居 上海市浦东新区蓝天路518号 +86-(0)21-5030-6146

70 上海 上海 上海青浦店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666弄 8-9号 +86-(0)21-6971-1766

71 上海 上海 上海川沙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4825号现代商业广场一楼 +86-(0)21-5135-7052

72 上海 上海 上海新梅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999号 +86-(0)21-5134-1082

73 上海 上海 上海杨高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128号 +86-(0)21-5132-9539

74 上海 上海 上海同泰店 上海市闸北区同泰北路401号 +86-(0)21-5657-1119

75 上海 上海 上海杨思店 浦东新区杨思路1186号一层、1188号一层、1196号160室、161室、162-2室、163-2室 021-58357725

76 上海 上海 上海七宝店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155号 +86-(0)21-5486-0595

77 上海 上海 上海田林店/桂林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2号好又多超市底层 +86-(0)21-6484-8180

78 上海 上海 上海鲁班路店 黄浦区鲁班路619号B2层S0337012铺位 021-53831931

79 上海 上海 上海又一城店 杨浦区淞沪路8号百联又一城7层14、15、16室 021-65482810

80 上海 上海 新理想城店 上海松江区荣乐西路860号1层F1-33/34A室 申請中

81 上海 上海 嘉定百联店 嘉定区澄浏中路3116号、3118号1层001室 021-69903271

82 上海 上海 柳州店分店 柳州路77号家乐福111商铺 021-54610959

83 上海 上海 颛桥万达广场店 闵行区都市路2700号颛桥万达4F-437室 021-52270985

84 上海 上海 川沙百联店 浦东新区川沙路5398号G61-B01-1-042 021-50478757

85 上海 上海 上海怡丰城 闵行区莘庄镇七莘路1507号怡丰城B1-036 021-54302619

86 上海 上海 上海南桥店 上海市南桥镇环城东路459号 021-67109695

87 上海 上海 上海胜辛路店 嘉定区胜辛路426号中信泰富万达广场5F 5060号铺位 021-50759035

88 上海 上海 上海中山北路分店 中山北路1855号一层NO6商铺 021-32519679

89 上海 上海 浦建路分店 上海市塘桥浦建路118号巴黎春天B1层 021-58700720

90 上海 上海 领先餐饮-人民大道二分店 人民大道221号迪美广场B1层 021-63357265

91 上海 上海 领先餐饮-淞沪三分店 淞沪路77号万达广场B1层 021-55780265

92 上海 上海 龙城店 上海市七莘路3655号01-66/67铺位

93 上海 上海 淀山湖大道二店 青浦区淀山湖大道1059弄1-45号A区4017号

94 上海 上海 守仁桥店 宝山区场中路4048号一层101室 021-56412900

95 上海 上海 都市路三分店 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城B1F22B+23铺位 021-54845300

96 上海 上海 仙霞店 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2层2103室

97 上海 上海 金鼎店 嘉定区金鼎路2218号1层L123

98 上海 上海 鹤庆店 上海市鹤庆9--号碧江广场1号楼 021-33881395

99 上海 上海 长寿路四店 长寿路155号巴黎春天5楼 021-62766860

100 上海 上海 松江二分店 上海市新松江路925弄1002号 021-37799240

101 上海 上海 水产路分店 上海市水产路2599号 021-36380956

102 上海 上海 淀山湖大道分店（吾悦广场） 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大道218号吾悦广场1F 021-59803050

103 上海 上海 大渡河路二分店 上海市大渡河196号1楼107A 021-61437703

104 上海 上海 国定路二店 上海市国定路315号F102 021-55666317

105 上海 上海 武宁路二分店 上海市武宁路24号WNF1-3、4号 021-52562990

106 上海 上海 都市路二分店

107 上海 上海 南京西路分店（三代目味千） 上海市南京路2-69号现世界城9F

108 上海 上海 同济路分店 上海市同济路669弄5号宝龙广场B1-010室

109 上海 上海 沪南路三分店 上海市沪南路2229号L4042-4043（复地活力城） 021-20273569

110 上海 上海 愚园路分店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68号晶品购物中心

111 上海 上海 临平路一分店

112 上海 上海 纪念路分店

113 上海 上海 高科西路一分店(味千＆クマモンラーメン）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2110号1层

114 江苏 丹阳 丹阳城河路金鹰天地广场店 丹阳市新民东路99号丹阳金鹰天地12号楼一层12-101 0511-86580009

115 江苏 江阴 江阴万达店 江阴市人民西路万达广场3楼3017A +86-(0)510-86027039

116 江苏 连云港 中山西路店 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西路111号嘉瑞宝广场一楼 +86-(0)518-81395995

117 江苏 南京 空港路第二分店(禄口机场T2航站楼浮岛) 南京市禄口机场T2候机楼商业区域三标段内子项目02号 025-86622969

118 江苏 宜兴 宜兴东虹东路分店 宜兴市东虹路万达广场三楼 +86-(0)510-87012207

119 江苏 淮安 淮安玖龙汇店 翔宇南道801号玖珑汇商场F1-029商铺 189-18170739

120 江苏 太仓 太仓上海东路分店 太仓市上海东路188号万达广场三楼3022B +86-(0)512-53833240

121 江苏 张家港 张家港沙洲西路分店 张家港市杨舍镇沙洲西路368号1楼 +86-(0)512-58782310

122 江苏 昆山 昆山巴黎春天店 昆山市震川西路18号昆山巴黎春天百货大厦一楼

123 江苏 无锡 无锡苏宁分店/人民中路苏宁广场店 无锡市人民中路111号苏宁广场B1楼 +86-(0)510-82732454

124 江苏 无锡 无锡奥特莱斯店 无锡市锡勤路18-28号奥特莱斯广场1楼 +86-(0)510-81155451

125 江苏 溧阳 溧阳平陵路店 江蘇省常州市溧阳市平陵路上河城步行街B102 +86-(0)519-80995775

126 江苏 昆山 昆山前进东路店/世茂广场店 昆山市前进东路217号昆山世茂广场1楼 +86-(0)512-3685-3624

127 江苏 南京 南京应天大街店/虹悦城店 南京市雨花台区应天大街619号B1层 +86-(0)25-52275862

128 江苏 常州 常州花园街店/常州又一城店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园街33号 +86-(0)519-88999711

129 江苏 无锡 无锡华夏南路分店 无锡市华夏南路11号乐购超市一层 +86-(0)510-88228613

130 江苏 泰州 泰州济川东路分店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232号 +86-(0)523—86899317

131 江苏 常州 常州武夷路分店/武夷路（万博广场）分店 江苏省常州市武夷中路188号万博广场一楼 +86-(0)519-88065877

132 安徽 合肥 合肥繁华大道店/合肥中环城店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12167号中环城购物中心一楼6号铺位 +86-(0)551-3804398

133 江苏 昆山 昆山前进西路店/中茵世贸广场 昆山市前进西路中茵世贸广场B1楼 +86-(0)512-36836329

134 江苏 昆山
昆山尚书路店/千灯大润发/千灯尚书路大
润发

江苏省昆山市尚书路8号千灯大润发超市1楼 +86-(0)512-36618097

135 江苏 无锡 无锡新光路店/无锡新之城店 江苏省无锡市新光路555号 +86-(0)510-81812414

136 江苏 镇江 镇江黄山西路分店 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万达广场3F +86-(0)511-81983569

137 安徽 合肥 合肥望江西路店/合肥大唐国际店 合肥市望江西路198号大唐国际购物中心一楼 +86-(0)551-5503428

138 安徽 芜湖 芜湖北京中路/芜湖大润发店 芜湖市北京中路10号大润发超市1楼 +86-(0)553-3110100



139 江苏 南京 南京草场门大街店/南京新城市店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99号南京龙江新城市广场北门负一层 +86-(0)512-86203207

140 安徽 合肥 合肥元一时代店/安徽合肥胜利北路店 安徽省合肥市(胜利北路88号) +86-(0)551-4250933

141 江苏 南通 南通南大街路店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2号 +86-(0)513-85113780

142 江苏 无锡 无锡百脑汇店/人民西路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西路五爱路交口百脑汇资讯广场 +86-(0)510-81080078

143 江苏 昆山 昆山白马泾路店/昆山欧尚店 江苏省昆山市白马泾路46号欧尚内一层 +86-(09512-55252718

144 江苏 宜兴 宜兴人民路分店/宜兴华地和信分店 浙江省宜兴市人民路228号一层 +86-(0)510-87921557

145 江苏 常州 常州通江中路分店/中创时代广场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96好时代广场一楼 +86-(0)519-89880617

146 江苏 南京 南京汉中路分店/金轮新天地店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8号金轮新天地购物中心负一层 +86-(0)25—84711612

147 江苏 南京 南京秦淮路店/河定桥欧尚店 南京江宁开发区秦淮路11号 +86-(0)25-52078561

148 江苏 常州 常州大润发店/常州关河东路分店 江苏省常州市关河东路58路（大润发超市内） +86-(0)519-88155620

149 江苏 常州 常州福克斯店/常州常武路分店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常路和定安路口富克斯流行广场一楼1-028区域 +86-(0)519-8659-8278

150 江苏 珠江 南京新世界百货店/珠江路分店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88号新世界百货一层 +86-(0)25-8453-3341

151 江苏 苏州 苏州绿宝广场分店 江苏省苏州市长江路436号绿宝广场 +86-(0)512-6818-6010

152 江苏 南京 南京新百店/南京中山南路二店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3号新百商场负一楼 +86-(0)25-8472-1031

153 江苏 常熟 常熟新颜东路店 常熟市新颜东路1号 0512-52730192

154 江苏 南京 南京环宇城店 南京市凤煕路8号环宇购物中心 025-85507307

155 江苏 南京 百联奥特莱斯店 无锡市锡勤路18-28号奥特莱斯广场1楼 0510-81155451

156 江苏 南京 张家港吾悦广场店 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港大道与南二环路交汇出口新城吾悦广场146-1号铺 0512-56796369

157 江苏 苏州 苏州吴中万达店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吴中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4层4029、4037号商铺 0512-65877690

158 安徽 昆山 昆山昆城广场店 昆山市人民南路1188号昆城广场一号楼132单元 0512-55115314

159 江苏 南京 常熟海虞南路店 常熟市海虞南路88号格瑞印象城1楼1011B单元 0512-52928511

160 安徽 合肥 昆山青阳北路分店 江苏省昆山市 0551-62622937

161 江苏 常熟 常熟万达茂店 常熟市珠海路8号万达广场4楼4061商铺 暂无

162 江苏 南京 南通印象城店 南通市山崇川区工农南路155号印象城商场4层L4-20b-1号 0513-55087115

163 安徽 合肥 合肥砂之船店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1888号砂之船奥特莱斯B馆3楼N3F023 0551-69105938

164 江苏 南通 南通通州万达店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朝霞东路198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4F4027号商铺

165 江苏 南京 南京万达茂店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81号万达茂室内步行街3F层3062B

166 江苏 溧阳 溧阳万达店 溧阳市溧城镇南大街199号万达广场4层4027号商铺

167 江苏 南京 苏州广济路店 苏州市广济路219号天虹百货B1层 0512-65899506

168 南京 南京 南京苏宁环球店 南京市湖南路18号苏宁环球负一层及一层 025-83365717

169 江苏 溧水 溧水万达店 江苏省南京溧水万达广场4楼4016商铺

170 江苏 淮南 淮南万达店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南万达广场4楼4011商铺

171 江苏 常州 常州金坛吾悦广场店 常州市金坛区吾悦广场3033-1

172 江苏 泰州 泰州梅兰东路店 江苏省泰州市梅兰东路299号

173 江苏 泰州 泰州泰兴威尼斯城 泰州市威尼斯城1号11幢泰兴万达广场4楼4062A号商铺

174 安徽 合肥 合肥巢湖东塘路店 合肥巢湖万达广场4层4036号

175 江苏 张家港 张家港万达店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20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4楼4031号商铺

176 安徽 芜湖 芜湖中山路店/芜湖华亿店 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华亿购物中心北楼东门1-2楼 +86-(0)553-3816603

177 安徽 合肥 合肥马鞍山分店/合肥万达店 合肥市芜湖路与马鞍山路交口万达广场1F-05铺 +86-(0)551-2891316

178 安徽 淮安 淮安翔宇中路店 江苏省淮安市翔宇中路167号万达广场三楼 0517-89868283

179 安徽 常州 常州勤业路店 常州市勤业路龙湖天街4楼

180 江苏 无锡 无锡梁清路店 无锡市梁清路600号华润万家一楼

181 江苏 太仓 太仓人民南路店 太仓市人民南路96号南洋广场B-2-2、B-2-3 0512-53870155

182 江苏 扬州 扬州珍园店 扬州市文昌路492号珍园一楼 0514-87359633

183 江苏 南京 南京空港路店 南京市空港禄口国际机场T2航站楼3F

184 江苏 宜兴 宜兴九滨南路店 宜兴市九滨南路126号一楼 0510-87070114

185 安徽 滁州 滁州苏宁广场店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南谯北路800号苏宁广场1层102商铺

186 安徽 泰州 泰州姜堰人民路店 姜堰市人民路53号

187 江苏 常州 常州天宇新城 江苏省常州市虹北路68号 0519-89988888

188 江苏 淮安 淮安楚州万达店 翔宇大道688号淮安楚州万达广场4楼4031号

189 江苏 南京 常州宝龙广场店 常州市茶花路梧桐路宝龙城市广场3楼003铺

190 江苏 无锡 无锡新吴万达店 无锡市新吴万达广场4楼

191 江苏 江阴 南京味千-徐州云龙分店

192 江苏 扬州 南京味千-江阴虹桥南路分店 江阴市虹桥南路256-282号八佰伴5L5012-5013

193 江苏 南京 南京味千-古雄大道分店 南京市新林大道吾悦广场

194 江苏 无锡 无锡旺庄路店 无锡市旺庄路156号宝龙广场家乐福1楼 0510-81819935

195 江苏 无锡 无锡团结中路店 无锡市团结中路3号荟聚购物中心3层

196 江苏 扬州 扬州邗江中路第二分店 扬州市邗江中路302号万达广场4楼-4055B号

197 江苏 常州 常州通江中路第四分店 常州市通江中路396号4栋114-117 0519-89880617

198 江苏 徐州 徐州铜山万达店 徐州市铜山区北京北路19号万达广场

199 江苏 扬州 扬州蜀冈万达店 江苏省扬州市润蜀路与平山堂西路交汇万达广场3楼3081号

200 江苏 南京 竹山路分店 江苏省南京市竹山路万达广场4楼4007号

201 浙江 温州 乐清南虹广场 乐清市乐成镇伯乐东路666号一层1012-3号店铺 0081577-61730890

202 浙江 杭州 望江东路店 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33号物美超市一楼 0571-87919215

203 浙江 宁波 宁波杉井奥特莱斯店 宁波市鄞州区春华路1399号杉井奥特莱斯广场10150号店铺 +86-(0)574-83033520

204 浙江 温岭 温岭锦屏路分店 温岭市锦屏路88号锦江百货一楼 +86-(0)576-86221873

205 浙江 湖州 湖州东吴国际分店 浙江省湖州市东吴银泰购物中心一层59B号 +86-(0)572-2277320

206 浙江 台州 台州天和路分店 台州市椒江区意得百货大厦商业中心1F +86-(0)576-88227873

207 浙江 沪浙 余杭五常大道店/杭州西溪印象城店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1号西溪印象城购物中心HZXXP1-B1M-39单元 +86-(0)571-88579856

208 浙江 永康 永康九铃路分店（大润发） 永康市九铃东路3117号永康大润发超市1F02号商铺 +86-(0)579-87126938

209 浙江 舟山 舟山新城海宇道店 浙江省舟山市新城海宇道北侧，体育路西侧乐购超市一层R3号商铺 +86-(0)580-2086772

210 浙江 宁波 象山丹南路分店/象山大润发店 宁波市象山丹南路天安路大润发超市1F +86-(0)0574-65798307

211 浙江 义乌 义乌望道路分店/浙江义乌乐购店 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266号乐购超市S1号商铺 +86-(0)579-85431535

212 浙江 嘉兴 上虞万达广场分店 观山路万达广场4楼

213 浙江 台州 温岭万昌中路店（乐购）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万昌中路1239号 +86-(0)576-86168186

214 浙江 嘉兴 嘉善施家南路分店/嘉善大润发店 嘉兴市嘉善县施家您路318号 +86-(0)573-84295420

215 浙江 湖州 德清永安街路分店/正翔商业广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永安街158号正翔商业广场1023铺位 +86-(0)572-8069401

216 浙江 杭州 宁波中山东路店/世纪东方商业广场店 江东区中山东路1083号世纪东方商业广场21-22号 +86-(0)574-89081846

217 浙江 杭州 江南大道店/星光大道店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228号星光国际广场1号楼 +86-(0)571-87033563

218 浙江 杭州 育才北路店/萧山大润发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北路大润发518号 +86-(0)517-82826727



219 浙江 杭州 富阳春秋北路店/杭州市富阳银泰百货店 杭州市富阳区春秋北路16号一楼B区一楼商铺 +86-(0)571-63317832

220 浙江 宁波 宁波慈溪市新城大道华润万家店 宁波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271—319号 +86-(0)574-63043127

221 浙江 杭州 教工路店/杭州EAC 西湖区教工浙江省路26号 +86-(0)571-86822193

222 浙江 杭州 古敦路店/杭州西湖区古墩路印象城 浙江省西湖区古墩路588号 +86-(0)571-88868232

223 浙江 金华 金华解放东路分店/金华银泰分店 浙江省金华市解放东路68号（银泰百货内） +86(0)579-82326443

224 浙江 杭州 上虞万和城分店 浙江省上虞市江扬路688号万和城一楼 +86-(0)575-82191683

225 浙江 杭州 文二西路店/世纪联华分店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2号一层 +86-(0)571-88924627

226 浙江 宁波 宁波药行分店 浙江省宁波市药行街152号 +86-(0)571-8727-6085

227 浙江 宁波 宁波罗蒙银泰城分店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首南路口罗蒙银泰4-2-62商铺 0574-88231269

228 浙江 宁波 宁波市鄞州四明中路分店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999号万达广场6号门二楼 0574-88208756

229 浙江 宁波 宁海西西门子国际店 宁波市宁海县桃源中路168号西子国际4F-07商铺 /

230 浙江 台州 路桥中盛广场店 台州市路桥区银座街508号中盛城市广场北里B1C-029 0576-82930501

231 浙江 温州 温州大西洋店 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西洋银泰城3楼3055号 0577-88871815

232 浙江 温州 温州世贸店 温州市鹿城区大南街道大南路99号世贸时尚中心地下一层 0577-88887273

233 浙江 杭州 杭州蓝钻石天成分店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969号一楼 0571-85818177

234 杭州 杭州 杭州乐堤汇商业中心店 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101号远洋乐堤汇广场A401室 /

235 浙江 慈溪 慈溪青少年宫南路店 慈溪市浒山街道青少年宫南路银泰商城1F 0574-63907463

236 浙江 余杭 杭州余杭荆余路 杭州市余杭区荆余路1号1层江南时代购物中心1232-1235室 0571-86295620

237 浙江 杭州 下城区分店 杭州新东路799号

238 浙江 杭州 富阳奥特莱斯店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路889号F1-C20 0571―87096533

239 浙江 杭州 杭州永旺梦乐城店 杭州良渚街道古墩路1888号NOT161 0571-86309778

240 浙江 杭州 杭州余杭迎宾路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迎宾路501号余之城东区17-4楼 0571-86164610

241 浙江 温岭 温岭银泰店 温岭市中华北路银泰城4楼 

242 浙江 杭州 瑞安新城吾悦广场店 温州市瑞安市安阳街道瑞祥大道1158号新城吾悦广场5层5029号商铺 0577-66810090

243 浙江 武林 台州万大广场店

244 浙江 衢州 衢州万达店 衢州市柯城区荷花中路555幢万达广场4层59号 0570-2981816

245 浙江 海宁 海宁银泰分店 海宁市海昌路与新苑路交叉海宁银泰城133号 0573-80777080

246 浙江 余姚 余姚万达店 四明西路855号万达广场3层

247 浙江 杭州 杭州城西银泰项目店 杭州市丰潭路380号 0571-88370111

248 浙江 温州 温州平阳银泰分店 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火车站大道1188号平阳银泰城4楼4012商铺

249 浙江 东阳 东阳银泰店 金华市东阳市兴平西路与西塘路交汇处东阳银泰城4F-006商铺

250 浙江 宁波 宁波东部银泰城 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2266号426-1号商铺 0574-88115271

251 浙江 温州 温州龙湾万达广场店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永定路1188号万达商业广场4号楼3067BB、3068号商铺

252 浙江 宁波 宁波奉化银泰分店 宁波市奉化区南山路150号银泰百货4F810商铺

253 浙江 温州 温州南塘新天地 温州市飞霞南南塘新天地1

254 浙江 慈溪 慈溪吾悦广场店 慈溪市新城大道南路吾悦广场5楼

255 浙江 余杭 余杭水城北路店 杭州余杭区欧美金融城5号楼美国中心T5三楼店铺号307

256 浙江 绍兴 绍兴柯桥万达广场店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钱陶路799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3051、3052号

257 浙江 杭州 武林银泰分店 杭州市武林广场（面食）

258 浙江 温州 温州短凳桥分店 温州江滨西路355号丹璐广场1楼 0577-88810926

259 浙江 杭州 杭州高铁东站店 东塘路高铁东站HD-3F-21商铺 0571-87130852

260 浙江 宁波 宁波镇海银泰店 宁波镇海大道699号银泰百货

261 浙江 临海 临海东方大道店 东方大道银泰城一楼 0576-85386770

262 浙江 台州 台州黄岩吾悦广场店 西城街道大桥路1号吾悦广场4013号 0576-84350582

263 浙江 萧山 山阴路店（萧山恒隆广场店） 萧山市山阴路688号恒隆广场店B座114-115号 0571-82808770

264 浙江 宁波 宁波江北万达店 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188号江北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层3-33号商铺

265 浙江 温州 温州乐清柳市现代广场店 乐清市柳市镇扬帆路88号现代广场购物中心1F001A号商铺

266 浙江 杭州 新塘路分店 杭州市新塘路29-31号华润万家庆春店 0571-86579361

267 浙江 温州 温州平阳万达广场店 鳌江镇车站大道88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F3025A号商铺

268 浙江 嘉兴 嘉兴平湖吾悦广场店 平湖市南市路811号吾悦广场4F

269 浙江 余杭 杭州余杭万达店 文一路，城东路交叉口

270 浙江 温州 温州路之遥奥特莱斯 乐清市路之遥奥特莱斯商业广场

271 浙江 湖州 湖州大升路分店 湖州市大升路万达广场4楼

272 浙江 宁波 宁波北仑富邦广场店 宁波富邦世纪广场 0574-86880577

273 浙江 嵊州 嵊州兴盛街店 嵊州市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新城吾悦广场4F-4021

274 浙江 太湖 湖州太湖路吾悦广场 湖州市太湖路吾悦广场四楼4009-2号商铺

275 浙江 温州 温州市鞋都大道分店 温州市鞋都大道235号5050广场5楼

276 浙江 温州 温州市上江路分店 温州市上江路新城吾悦广场L4

277 上海 上海 上海日月光店（制面所） 徐家汇路日月光广场地下1楼 021-34690027

278 北京 北京 西红门宜家 北京大兴区欣宁街15号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3-03-49-R 008110-50954763

279 北京 北京 北京味千-亦庄沃尔玛山姆店 北京经济开发区文化园东路6号亦庄创业生活广场一层F1F0001号 010-67859101

280 北京 北京 北京丰台开阳桥二店（北京南站2店）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高架层商业区B104 +86-(0)10-83108316

281 北京 京津 北京新光天地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7号新光天地B1039号店铺 +86-(0)10-57382456

282 北京 北京 丰台开阳桥一店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商业换乘层F118单元 +81-(0)10-83100191

283 北京 北京 石景山阜石路店/石景山山姆店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58号 +86-(0)10-88923305

284 河北 天津 佛罗伦萨小镇 武清区前进路北侧佛罗伦萨小镇2层FOOD28店铺 022-59674921

285 北京 北京 北京味千-崇文门新世界店 崇文门外大街3-5号新世界百货青春馆B1 010-67086685

286 北京 北京 海淀大街二店/中关村家乐福店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中关村家乐福B2-ZGC05号 +86-(0)10-51721190

287 北京 北京 东直门外大街店/东直门银座分店 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8号银座MALL商场 +86-(0)10-8454-9730

288 北京 北京 中关村一店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9号新中关大厦 +86-(0)10-8248-6289

289 北京 北京 北京房山长阳店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起步区长阳大街中粮万科半岛广场3层 010-80360598

290 北京 北京 西城宣武门店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8号 010-63153921

291 北京 北京 丰台丰葆路店 北京市丰台区丰葆路88号院1号楼4层450铺 010-83326204

292 北京 北京 北京通州万达店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58号院1号楼5层5009铺位 010-50906286

293 北京 北京 北京顺义新世界店 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18号新世界顺义店六层060060A号商铺 010-61490288

294 北京 北京 大兴大源大街店 北京市大兴区永兴路7号院1号楼龙湖时代天街3层11B铺位 010-53956714

295 北京 北京 双井店富力城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5号楼地下一层-103内B02-3 010-59037349

296 北京 北京 槐房万达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西路39号北京槐房万达广场四层4035铺位 010-67965610

297 北京 北京 北京世贸天阶店 北京朝阳区国贸东大桥路世贸天街B1

298 北京 北京 朝阳国贸三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1幢地下一层3B101号铺位 010-65057617



299 北京 北京 五棵松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HI-UP项目内092铺位 010-68282360

300 北京 北京 北京机场店 北京市顺义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A4E8－3 010-64532698

301 北京 北京 北京广顺南大街店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院1号楼2层026600C号 010-84764766

302 北京 北京 西铁营万达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西铁营中路1号万达广场5层5018A

303 北京 北京 怀柔万达店 北京怀柔区府前西街1号院1号楼万达广场6层6023号

304 北京 北京 密云滨河路店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华润万象汇购物中心4层L412铺

305 北京 北京 九棵树家乐福店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商业二层（家乐福超市二层） 010-80818593

306 北京 北京 北清路店永旺店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1号永旺国际商场购物中心149区域 010-80700738

307 北京 北京 房山区政通南路店 北京市房山区政通南路2号院1号楼五层02（商业） 010-61352080

308 北京 北京 大成东乐购店

309 北京 北京 北京大望路店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1号永旺国际商场购物中心149区域

310 北京 北京 北京味千-万源路店 东高地万源西里36栋-甲44栋 010-68753390

311 北京 北京 北京味千-石景山路店万达店 石景山路乙18号万达广场3层 010-88689501

312 北京 北京 朝阳公园路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院17号楼L-SMM-30/30a号店铺 010-59056320

313 北京 北京 金融街店 金城坊街9-7号 010-66220488

314 北京 北京 来福士广场店 北京市东直门大街1号

315 北京 北京 西单2店 北京市西单北大街131号西单大悦城8楼-13

316 北京 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店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二层国内混流区西南指廊S-D02-012B指廊（安检内）

317 北京 北京 通州新华西街店 北京市新华西街58号院1号楼四层414-4002B 010-50906286

318 山东 青岛 合肥路佳世客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672号佳世客 0081532-66002135

319 山东 青岛 青岛李沧万达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三层350B +86-(0)532-84688643

320 山东 济南 济南世贸百货店 山东省济南市舜井街6号 +86-(0)531-55729166

321 山东 济宁 济宁分公司/济宁佳世客店 山东省济宁市琵琶山北路1号佳世客T139 +86-(0)537-5868795

322 山东 烟台
烟台第五分公司/山东烟台银都振华购物中
心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42号振华餐厅 +86-(0)535-6685308

323 山东 青岛 即墨第二分公司/青岛即墨宝龙城市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振华街88号 +86-(0)532-89947063

324 山东 济南 济南纬十二路店/银隆购物中心和谐广场店 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市经十路与纬十二路交叉口 +86-(0)531-81619693

325 山东 泰安 东岳大街二店/泰安大润发餐厅 山东省泰安东岳大街82号大润发1F层 +86-(0)538-5058168

326 山东 济南
济南第三分公司司/经十路银座健身广场店
/济南银座健身广场

济南市经十路12988号 +86-(0)531-67718583

327 山东 泰安 泰安东岳大街店/泰安易初莲花店 山东泰安市泰安区东岳大街中段泰山广场 +86-(0)538-6716389

328 山东 青岛 青岛城阳文阳路店/青岛宝龙店 青岛市城阳区文阳路269号宝龙城市广场 +86-(0)532-81102679

329 山东 青岛 青岛佳世客店 青岛市香港中路72号佳世客商场二层 +86-(0)532-8597-3351

330 山东 青岛 青岛万象城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华润中心万象城B-203味千拉面 0532-55575023

331 山东 淄博 淄博万象汇店 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66号万象汇L409味千拉面 0533-3149489



332 山东 日照 日照万象城店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华润中心万象汇L221A 0633-2160616

333 山东 潍坊 潍坊万达店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鸢飞路958号1号楼6-301万达广场3层3009B 0536-8833579

334 山东 烟台 烟台万达店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路2号万达广场三层3013号商铺 0535-3977790

335 山东 潍坊 潍坊圣荣店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福寿东街与新华路交叉口东北角中百大厦一层 0536-8598363

336 山东 德州 德州百货店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中大道路118号6层6016铺位 0534-2693128

337 山东 济南 济南百联奥特莱斯店 济南市美里路西沙中路奥特莱斯广场

338 山东 青岛 青岛香港中路麦凯乐店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69号麦凯乐七层 0532-85881305

339 山东 青岛 青岛CBD万达店 山东省青岛市延吉路116号CBD万达三层 0532-80919358

340 山东 济南 济南华联店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二路588号嘉华购物广场内 0531-87062906

341 山东 烟台 烟台梦乐城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120号永旺梦乐城一层NO.139 0535-2165289

342 山东 枣庄 枣庄万达广场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永兴路126号万达广场3层3022号 0632--7657567

343 山东 东营 东营东城万达店 山东省东营市莒州路29号万达广场3F3009铺位

344 山东 东营 东营西城万达店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730号万达广场3F3019铺位

345 山东 济宁 济宁第二分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太白路万达广场3F3020A铺位 0537-3201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