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商户优惠列表  

城市 时间 商场名称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哈根达斯

活动一：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
定门店刷卡消费享88元品脱半价优惠
。
活动二：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
定门店刷卡消费享0.6KG蛋糕直减100
元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北京机场店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COSTA咖啡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手调料类饮品（中杯
或大杯）享买一送一优惠

1、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惠；
2、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3、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份饮品赠送，不与其
它优惠同时享受；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上海、深圳机场店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太平洋咖啡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手调料类饮品（大杯
或超大杯）享买一送一优惠

1、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惠；
2、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3、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份饮品赠送，不与其
它优惠同时享受；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东田造型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卡消费满200直减100元，最高直减
10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上海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DQ冰雪皇后

活动一：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笔消
费满50元（含及以上）直减25元，最
高50元封顶；
活动二：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笔消
费暴风雪系列小杯9元专享；

1、仅限“62”开头中信银联信用卡参与；
2、活动一和活动二优惠不同享，且不与门店其
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上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
单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
元优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额满
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
定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
定渠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
（满100元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
券，申卡并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
元屈臣氏电子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蓝卡
、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账户180天
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刷，举
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为新客户，
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则本活动首刷是
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现、消费和预授权完
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号前
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凭短
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品及屈臣氏分享
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
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式实
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用有效期
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退
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4008211400。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陆家嘴商

圈
渝乡人家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中信信用卡消费满200元立减
100元，最高立减10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2017年1月12日、2017年2月1日、2017年2月
1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陆家嘴商

圈
禾绿寿司

逢每周三、六，刷中信信用卡消费满
150元立减75元，最高立减75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2017年1月12日、2017年2月1日、2017年2月
1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陆家嘴商

圈
翡翠拉面小笼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中信信用卡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
最高立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2017年1月12日、2017年2月1日、2017年2月
1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韩林烤肉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中信信用卡消费满200元立减
100元，最高立减10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酒水饮料、调料除外，2017年1月12日、2017
年2月1日、2017年2月11日、2017年4月5日、
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2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 立丰食品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卡消费满40立减20元，最高立减20
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2017年1月12日、2017年2月1日、2017年2月
1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
2017年1月14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 云海肴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刷中信信用卡消费满200元立减
100元，最高立减10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
2、2017年1月12日、2017年2月1日、2017年2月
1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3日除外；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国定节假日除外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八佰伴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1号第一八佰伴首层 58364130

哈根达斯虹桥友谊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南路6号虹桥友谊商城1楼 62759863

哈根达斯南方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南方商城1楼 64142502

哈根达斯南东店 上海南京东路505号海仑宾馆一层 63608207

哈根达斯滨江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富都段码头北侧端 58880621

哈根达斯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500号时代广场1层 58368712

哈根达斯豫园店 上海市黄浦区福佑路234号底层 63730003

哈根达斯人民公园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73号，人民公园5号门 63720018

哈根达斯世茂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819号107室 63224547

哈根达斯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1071商铺 62128249

哈根达斯正大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一层GF31室 50490025

哈根达斯大宁店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191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层101B室 56770031

哈根达斯五角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608弄31-33号万达商业广场首层D32-33 65652181

哈根达斯大拇指店 上海浦东芳甸路199弄32号证大大拇指广 50430018

哈根达斯西郊百联店 上海仙霞西路88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130 52196288

哈根达斯又一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一楼G09-F01-1-1026.1027 35356038

哈根达斯青浦店 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B181商 59755138

哈根达斯凯鸿店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661号 63099100

哈根达斯九六广场店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796号九六广场151 61060026

哈根达斯莘庄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广场一层GF11号商铺 34633325/34633326

哈根达斯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3611弄5号103室 20233069

哈根达斯悦达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89号悦达889广场一层L1-24号 62320381

哈根达斯外滩店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397号一层 53210028

哈根达斯金山店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188号金山百联购物中心B105号商铺 67297659

哈根达斯思南店 上海市新黄浦区复兴中路523弄思南公馆4-6号1层商铺 34611593

哈根达斯古北店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55号六月汇广场一楼102单元 32532807

哈根达斯江桥万达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1号1018商铺 59976886

哈根达斯陆家浜路店 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100号1F-01B商铺 31076492

哈根达斯周浦万达店 上海市年家浜路518号万达广场130-1铺（周浦万达广场） 20781528

哈根达斯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181号9号楼172室 50801233

哈根达斯协信店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路1288号协信星光广场NL141商铺

哈根达斯闵行店 上海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凯德龙之梦，1-49号商铺 34683710

哈根达斯大华店 上海市市宝山区大华一路198号虎城嘉年华101，111，112室 36536076

哈根达斯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A01-08室 56086157

哈根达斯光启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55号光启城101室 60741161

哈根达斯宝山万达店 上海市共和新路一二八纪念路988弄1号宝山万达广场121商铺（2号门
处）

56475283

哈根达斯安亭店 上海市墨玉南路1055号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一层143，145室 69503767

哈根达斯瑞虹新城店 上海市虹口区临平路123号瑞虹新城二期商场一楼15-16室 60959398

哈根达斯月星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环球港L1102-L1103商铺 62333097

哈根达斯无限度店 上海市淮海中路138号116+131商铺 63752680

哈根达斯星游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580号1F03 54355201

哈根达斯天山汇金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900号汇金百货一楼 61157356

哈根达斯环贸店 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5层（L5）502室 64311963

哈根达斯世博店 世博源2F 31078737

哈根达斯松江万达店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弄松江万达广场购物中心1F-1038室 67629063

哈根达斯吴江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吴江路269号煌普汇商场110单元 61437944 

哈根达斯老码头店 黄浦区中山南路505弄7号楼101-103 53832110

哈根达斯久光新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18号久光百货一层S102商铺 62882622/62882764

哈根达斯武宁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101号我格广场一层F1-05/06号商铺 62777966

哈根达斯国金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二期LG1-39 20285075

哈根达斯新天地新店 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123弄7号楼03单元 63862077



哈根达斯杨浦百联店 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222号L1层G56-F01-1-107室 35356038

哈根达斯佛罗伦萨小镇店 祝桥镇卓耀路58弄佛罗伦萨小镇G28单元  021-20676122

costa华美达店 上海市黄浦区贵州路10号 021-63512916

costa仙乐斯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88号1楼

costa由由新世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1楼07-08A

costa向城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15,17号 021-50811182

costa美粤华店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滨路238号

costa九尊店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9号

costa虹梅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3196号(近华光路） 021-64065909

costa吴江路店 上海静安区吴江路269号 61361403

costa安福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166号 54037951

costa九六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96号153室 61590113

costa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3611弄7号1层105

costa环艺影城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038号梅陇镇广场10楼B区

costa常熟路85店 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93号

costa张江高科店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博云路2号 50272338

costa889广场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89号悦达889广场一层L1-29 021-32527900

costaF1国际赛车场店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伊宁路2000号

costa我格广场店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99号 32520392

costa外滩店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387号 53210007

costa国金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世纪大道8号LG1-37室

costa思南公馆店 上海市卢湾区复兴中路507弄5号1层103室 (021)64047144

costa新天地店 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245号单元L117（A屋）、L220（B屋）、L243
（C屋）

33660057

costa红枫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399号

costa高科沃尔玛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2110号沃尔玛超市110003铺位

costa春申店 上海市闵行区兴梅路1234号（近莲花南路春申景城1期商铺）

costa星展银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B104号商铺

costa田林店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2号（沃尔玛1楼沿街）

costa腾飞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33号腾飞大厦1楼110室 021-64268826

costa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A）01层19号

costa吉盛伟邦店 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75号

costa解放大厦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1楼02单元（解放日报大厦1座）

costa长宁新世界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823号1楼。

costa日月光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F1610-1613

costaSMG上视大厦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内）

costa中信泰富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168号501单元

costa陆家嘴基金店 上海浦东竹林路101号大堂A单元 021-60456277

costa安亭嘉亭荟店 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号上海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2楼202单元

costa虹口瑞虹新城店 上海市虹口区瑞虹路100号 021-65808180

costa联洋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300号“联洋广场”A区一层A127单元

costa绿地海外滩店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104-105室

costa华宁弘基生活中心店 上海市长宁区宣化路300号1楼 62128618

costa月星环球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B1-B1053-1055

costa巴黎春天普陀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55号一层L123号 02152919871

costa现代设计大厦店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258号底层A区 021-6230 8225

costa虹口公园店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2398号 66053389

costa汾阳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3号1楼101单元

costa南方商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百联南方购物中心一楼

costa中融碧玉蓝天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1楼大堂105商铺

costa临空店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弄6号楼102室

costa东方电视台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2000号 50762907

costa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77号地下一层B-02 02165379893

costa中信海泰店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863号中信广场102商铺

costa五玠坊店 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2100号110单位

costa万里家乐福店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1500号1楼

costa松江平高店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79弄30号1楼 02167760458

costa华漕风尚国际店 上海闵行区运乐路569弄4号178单元 64651330

costa张江润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000弄5号楼一楼

costa五角场百联又一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sm-2/sm-3 02155233015

costa环贸广场店 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地下1层（LG2)241-243室

costa顾村公园店 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1号101室 66033016

costa中星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9号101111

costa紫竹店 上海市闵行区紫竹高新区河畔8号1层B座

costa百视通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57号百视通大楼一幢一楼B区 64832008

costa银行大厦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一楼大堂西区部分

costa张江浦软2店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498号上海浦东软件园郭守敬园14幢
105-1室costa虹桥万豪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68号虹桥商务大厦底层BC段

costa松江大学城店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2800号1楼06号铺位

costa雅居乐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525号125铺 021-53088773

costa世博园店 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368号3B32、33铺位

costa耀华路店 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368号B1层5G03-1-013室

costa市政设计院店 上海市国康路8号  021-55009046

costa由由办公室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

costa盛邦国际大厦店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18号盛邦国际大厦1层 36336229



costa东方金融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 1168号 大堂区域

costa港陆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18号一楼大堂 63339819

costa永新坊店 上海市徐汇区辛耕路117号上海银行对面 021-54653806

costa虹桥广播大厦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376号广播大厦大厅

costa缤谷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41号缤谷文化休闲广场1楼

costa国贸中心店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01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1楼 52925359

costa大悦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北楼B102-07

costa黄金城道店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588号 02158761143

costa嘉里企业中心店 上海市共和路219号T3栋

costaSoho凌空店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68号Soho凌空11号楼107商铺（近协和路）

costa世贸商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99号世贸商城2楼

costa嘉善路店 上海市嘉善路303-305号嘉御庭近建国西路

costa宝矿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吴淞路218号

costa西郊百联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1330号商铺

costa漕河泾店 上海徐汇区虹梅路1801号下沉式广场D3号商铺 021-54591391

costa大华巴黎春天店 上海市宝山区真华路888号巴黎春天宝山店1层2号店铺

costa福州路店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66号1楼 021-53531237

太平洋咖啡凯龙金领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88号36号楼1层113单元 021-60893097

太平洋咖啡世纪金融广场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锦康路258号103室 021-60522793

太平洋咖啡投资大厦店 上海市市浦电路360\366号陆家嘴投资大厦一楼大堂G单元 021-60756520

太平洋咖啡世博源店 上海市市世博大道1368号L2层1-L2-03 021-31190275

太平洋咖啡嘉里城2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浦东嘉里城二层L205号商铺 021-61908897

太平洋咖啡大拇指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99弄11号1楼 021-68920007

太平洋咖啡东方路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630仁济医院-东院13号楼1层1单元 021-58943786

太平洋咖啡长泰广场1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5号长泰广场9号楼1层01室 021-68812799

太平洋咖啡长泰广场二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2号7号楼1层16-144室 021-61605952

太平洋咖啡上体馆店 上海市市徐汇区天钥桥路666号上海市体育场5号梯下A号 021-61200138

太平洋咖啡日月光店 上海市市徐家汇路618号1层F1615-B,F1618-B,F1617室 021-60932219

太平洋咖啡腾飞大厦店 上海市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33号腾飞大厦133单元 021-64283190

太平洋咖啡仲盛店 上海市市闵行区莘庄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3楼07号铺 021-64196676

太平洋咖啡米格天地店 上海市市青浦区嘉松中路5999弄2302室 021-60253885

太平洋咖啡太平金融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楼03商铺 021-60451288

太平洋咖啡渣打银行店 上海市市浦东世纪大道201号渣打银行大厦16楼 (大厦实际第十五层) 
南侧

021-61639856

太平洋咖啡浦城路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浦城路367号1F-A 021-50623701

太平洋咖啡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市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EF117A 021-61052577

太平洋咖啡壹丰广场店 上海市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63号“壹丰广场”购物中心L1层A03（1）号 021-60405191

太平洋咖啡宝地广场店 上海市市杨浦区昆明路555号宝地广场1层110室 021-55520232

太平洋咖啡南泉北路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65号1幢1层117单元 021-61769616

太平洋咖啡静安嘉里店 上海市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静安嘉里中心B2层OLE超市 021-60673032

太平洋咖啡长风景畔广场店 上海市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8弄136号长风景畔广场1层108室 021-52386231

太平洋咖啡大宁宝华店 上海市市闸北区万荣路666号\670号宝华国际广场101室 021-51782363

太平洋咖啡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市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L4036-4038铺 021-60253080

太平洋咖啡闸北太平洋百货店 上海市市闸北区天目西路218号1楼01区 021-63170286

太平洋咖啡南翔五彩城 上海市市嘉定区南翔镇宝翔路801号1层101 021-69923270

太平洋咖啡南丰城店 上海市市遵义路100号虹桥南丰城1-LM09（近紫云路） 021-62371062

太平洋咖啡汇川路店 上海市市汇川路80号 021-52833713

太平洋咖啡河南中路店 上海市市黄埔区河南中路1号1F-A 021-53089057

太平洋咖啡名人商业大厦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南京东路300号名人购物中心L2层211-212室 021-60452218

太平洋咖啡福州路店 上海市市福州路584号 021-53520175

太平洋咖啡淮海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市淮海路93号大上海市时代广场1楼L130室 021-61213081

太平洋咖啡外滩中心店 上海市市河南中路88号101单元 021-63330115

太平洋咖啡湖滨路店 上海市市湖滨路202号的企业天地商业中心2号楼1楼3号商铺 021-60901031

太平洋咖啡天安中心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38号天安中心1F104-106单元 021-63230652

太平洋咖啡大丸百货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外滩街道南京东路228号3楼3E-01 021-80169028

太平洋咖啡贝岭大厦店 上海市市闵行区宜山路810号贝岭大厦1楼09号商铺 021-61132795

太平洋咖啡锦延路店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锦延路155号101室1层01铺 021-61762110

太平洋咖啡瑞金大厦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一楼B室  021-54650352

太平洋咖啡兆丰广场店 上海市市长宁区长宁路999号兆丰广场 021-62600399

太平洋咖啡华鑫中心店 上海市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1号1层05室 021-33678832

太平洋咖啡杉达大厦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2727号杉达学院图书馆7101室 021-58383785

太平洋咖啡光新乐购店 上海市市普陀区中山北路1855号乐购1层S04 021-62710288

太平洋咖啡淮海中路二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淮海中路795-804号1层01室、02室，金辰大酒店 021-64086058

太平洋咖啡大悦城店 上海市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大悦城5楼501-22、501-23、501-24商铺 021-61491621

太平洋咖啡悦荟广场店 上海市市黄浦区南京东路353号1层122室 021-63138755

太平洋咖啡万象城店 上海市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AB座大堂层201A,201B店铺 021-60791938

太平洋咖啡虹桥天地店 上海市市闵行区苏虹路29.33号虹桥天地104室 021-80105218

太平洋咖啡吴江路店 上海市市静安区吴江路169号1层123-124号 021-62550833

太平洋咖啡中原欧尚店 上海市市杨浦区中原路102号1层zy-c6 021-65201751

太平洋咖啡徐汇太平洋百货店 上海市市徐汇区衡山路932号太平洋百货B1层 021-64485717

太平洋咖啡五角场店 上海市市杨浦区国定路335号一层A102店铺 021-55661318

太平洋咖啡江南场店 上海市市普陀区光复西路1003号3号楼 021-31830360

太平洋咖啡腾云大厦店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397号A座腾云大厦1楼 021-52650771

太平洋咖啡力宝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222号1层102室、107室 021-63731082

太平洋咖啡铁路大厦店 上海市闸北区秣陵路355号7幢101室A单元 021-52650771



太平洋咖啡田子坊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1F-TK-08 021-64263316

太平洋咖啡宝乐汇广场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宝乐汇广场B1F-37&38 021-36106607

太平洋咖啡虹桥机场1店 上海市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8A-2铺 021-22382567

太平洋咖啡虹桥机场2店 上海市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4E-1铺 021-22382568

太平洋咖啡东方汇经店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333号2层 021-60458316

太平洋咖啡吴江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吴江路169号1层123-124号 021-62550833

太平洋咖啡国展中心店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168号1楼D-L112单元 021-59781556

太平洋咖啡中心店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479号上海中心大厦b2-9号商铺 021-60451372

东田造型恒隆广场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266号恒隆广场413室 021-62882188

东田造型华尔道夫店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号华尔道夫酒店3楼3011室 021-33060065

东田造型淮海路力宝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222号力宝广场303商铺

东田造型浦东嘉里城店 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浦东嘉里城商场2层L226商铺 021-33830623

东田造型华山路店 上海长宁区华山路1417号 021-63811867

东田造型正大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7F06AB 021-68455881

DQ冰雪皇后豫园店 上海市黄浦区文昌路3号 021-33311089

DQ冰雪皇后豫园二店 豫春路11号（原三林路9号） 021-33302188

DQ冰雪皇后宝山安信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258号易买得超市一层商铺 021-33715796

DQ冰雪皇后大华 上海宝山区真华路888号地下一层26号商铺 021-66073237

DQ冰雪皇后金豫店 上海市黄浦区方浜中路296号 021-33311178

DQ冰雪皇后宝山万达店 上海市宝山区128纪念路936号1层C区 021-56485115

DQ冰雪皇后顾村绿地店 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15号 021-66038610

DQ冰雪皇后七宝嘉茂店 上海市七莘路3655号1楼 021-54863176

DQ冰雪皇后仲盛店 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B1-02 021-34633501

DQ冰雪皇后南站二店 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厅层C-105 021-22056006

DQ冰雪皇后青浦桥梓湾店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666弄5号 021-69716690

DQ冰雪皇后莘庄龙之梦店 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莘庄凯德龙之梦购物中心(近莘建路)B2层25号 021-34973122

DQ冰雪皇后江桥万达店 上海江桥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3072号商铺 021-69133570

DQ冰雪皇后老闵行店 鹤庆路900号碧江广场2号楼105 021-52235212

DQ冰雪皇后青浦奥特莱斯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B10-1 021-69795390

DQ冰雪皇后黄兴店 杨浦区黄兴路1618号大润发杨浦店28号柜 021-55062526

DQ冰雪皇后龙之梦店 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B2层B2-K10号 021-60913740

DQ冰雪皇后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189号特力时尚汇广场内1F-1 021-65111705

DQ冰雪皇后又一城二店 淞沪路8号B1层G09-B01-037 021-33620286

DQ冰雪皇后五角场万达影院店 国宾路36号万达广场B座3F（万达影院内） 021-65262253

DQ冰雪皇后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地下二层 021-61489877

DQ冰雪皇后中原城市广场店 国和路777号中原城市广场2座1F 021-65102058

DQ冰雪皇后新邻生活站店 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100号新邻生活站B2F-03A 021-31293249

DQ冰雪皇后五莲店 上海市张杨北路801号上海文峰广场一层F1-101-1 021-50385831

DQ冰雪皇后惠南店 惠南镇东门大街200号正门西面商铺 021-58001497

DQ冰雪皇后周浦万达店 沪南公路3449弄万达广场B门109铺 021-38231276

DQ冰雪皇后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弄3座B1楼37号 021-50717757

DQ冰雪皇后成山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521号 021-50128332

DQ冰雪皇后昌里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1206号 021-50459067

DQ冰雪皇后浦江镇店 闵行区陈行公路2688号华侨城商业中心一层102商铺 021-80101628

DQ冰雪皇后三林金谊广场店 浦东新区上南路4467号金谊广场一层 021-68689420

DQ冰雪皇后西郊百联店 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购物中心一层1012商铺 021-52186024

DQ冰雪皇后华诚店 上海市浦东张杨路601号华诚大厦内第01层A-68 021-50123676

DQ冰雪皇后调频壹店 上海长寿路155号6楼11号商铺 021-31315237

DQ冰雪皇后我格店 上海市武宁路普雄路口我格广场B1F 021-32250938

DQ冰雪皇后东方浮庭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浮庭二层（靠近世纪大道与陆家嘴环路口） 021-33908638

DQ冰雪皇后西藏路大悦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北楼B102-15 021-60731681

DQ冰雪皇后百联中环店 真光路1288号一层A-1F-04室 021-61392364

DQ冰雪皇后嘉定罗宾森店 上海城中路138号 021-39527577

DQ冰雪皇后中环二店 上海市真光路1288号百联中环购物中心一层YB-1F-31室 021-61392540

DQ冰雪皇后嘉定嘉亭荟店 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号117室 021-69503673

DQ冰雪皇后南翔店 上海嘉定区真南路4368弄5号3层 021-31278687

DQ冰雪皇后缤谷广场一期店 长宁区天山路341号滨谷文化休闲广场商场1层 021-62187813

DQ冰雪皇后嘉定大融城店 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3386号1号楼127号 021-39550180

DQ冰雪皇后大宁店 共和新路1978号大宁国际商业中心9（E1）幢107C、108C、109C 021-66529175

DQ冰雪皇后人民广场店 上海轨道交通一号线人民广场站1-108号 021-22056982

DQ冰雪皇后置地广场店 上海南京东路409－459号地下一层 021-63510263

DQ冰雪皇后飞洲店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广场地下一层01室 021-34611231

DQ冰雪皇后虹井店 上海市虹井路288号1楼 021-34666136

DQ冰雪皇后奉贤百联店 奉贤区百齐路288号 021-37569632

DQ冰雪皇后奉贤新都汇店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610号-630号新都汇生活广场A102商铺 021-57151717

DQ冰雪皇后金山蓝色海岸店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927弄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二层212C号 021-67226626

DQ冰雪皇后松江开元店 上海松江区松汇中路568号B座102B铺位 021-37668404

DQ冰雪皇后川沙东海岸广场店 上海市川沙路5558弄2号楼106室 021-33929755

DQ冰雪皇后松江平高国际店 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中路8号1B-01 021-67853593

DQ冰雪皇后松江万达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号松江万达3F 021-57708650

DQ冰雪皇后张江长泰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7号地下一层48-3/48-4 021-33780526

屈臣氏上海宝山红太阳店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路533弄1号红太阳商业广场首层

屈臣氏上海金山易家中心店 上海市金山区城和路230,330号1层，铺位号4-113,4-115,4-116（230号
楼内）屈臣氏

67969322

屈臣氏上海青浦吾悦广场店 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大道150号吾悦广场首层（近曹盈路） 021-69723051



屈臣氏上海宝山杨鑫路店 上海宝山区蕰川路1555号一楼 021-56575052

屈臣氏上海浦东世博源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世博大道1368号地下二层 021-31347032

屈臣氏上海老闵行生活广场店 上海市闵行区鹤庆900号老闵行生活广场4号楼首层 021-64090637

屈臣氏上海嘉定江桥万达广场店 上海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75弄1号2层 021-60132595

屈臣氏上海浦东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祖冲之路1239弄7号长泰广场地下一层 021-68810609

屈臣氏上海近铁城市店 上海市真北路818号近铁城市广场B2层 021-62110162

屈臣氏上海周浦万达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3449弄万达广场2楼屈臣氏（沪南路和年家浜路
交口）

021-61181125

屈臣氏上海杨浦百货店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399号百联商厦首层 021-61800830

屈臣氏上海松江九亭店 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1501号麦尚城首层JT-114 021-67695273

屈臣氏上海虹口壹丰广场店 上海市虹口四川北路1363号B1/F 021-65421117/61472632

屈臣氏上海星空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665号C区一层的B112\113\114(近水城南路）屈臣
氏屈臣氏上海金高路易初莲花店 上海浦东新区金高路1256号（近巨峰路）卜蜂莲花一楼，屈臣氏

屈臣氏上海古北家乐福店 上海长宁区水城南路268号古北家乐福1楼 (店铺号：28B) 021-52902567

屈臣氏上海宏伊二店 南京东路299号宏伊广场5楼S-507A,S-507B,S-508

屈臣氏上海金山万达广场店 上海市金山区龙皓路1088号万达广场二层2007室

屈臣氏上海虹桥南丰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50号B1(3-B106)

屈臣氏上海南方商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一层一部分 021-33500783

屈臣氏上海徐泾家乐福店 上海市沪青平公路1829号 021-60760810

屈臣氏上海闵行虹桥天地店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688号B1楼层B1-36&37单元 021-60719151

屈臣氏上海松江新理想店 上海市松江荣乐西路812、814号一层。

屈臣氏上海朱泾五福商业广场店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风路一层13号15号17号 021-67227020

屈臣氏上海闵行华漕旭辉店 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256弄一楼 021-54731089

屈臣氏上海闵行龙盛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3759号一层

屈臣氏上海闸北星光天地广场店 上海市闸北区寿阳路99弄协信星光广场B1层SB139号 021-56610276

屈臣氏上海浦东泥城宝龙广场店 上海浦东新区鸿音路3155弄172、173、175、176、3193、3195、3197号

屈臣氏上海闵行浦江城市生活广场店 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1850弄 021-34785568

屈臣氏上海长宁缤谷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45号一楼102b

屈臣氏上海嘉定江桥老街店 上海市嘉定区虞姬墩路588号一层

屈臣氏上海嘉定大融城店 上海市嘉定宝安公路3386号一楼（铺号：129）

屈臣氏上海宝山宝乐汇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B1/F。

屈臣氏上海金桥久金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918号一层1-06

屈臣氏上海松江亚繁亚乐城店 上海市莘松路1266号 02137651087

屈臣氏上海杨浦合生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翔殷路1099号

屈臣氏上海嘉定百联购物广场店 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3090号1层008室

屈臣氏上海闸北大宁中心广场店 上海市闸北区 万荣路777弄地下一层B115，B1116，B117 021-56660109

屈臣氏上海浦东富都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367号一楼L1-5,LI-6B号铺位

屈臣氏上海杨浦旭辉店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2052弄壹层 铺位号：IF-09~10

屈臣氏上海七宝宝龙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与新镇路交口七宝宝龙城市广场B1/F

屈臣氏上海奉贤浦东商场店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路80号 021-57481383

屈臣氏上海浦东金桥太茂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1882号

屈臣氏上海嘉定宝龙购物广场店 上海市嘉定区阿克苏路与天祝路路口

屈臣氏上海闵行七宝万科店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 B134A+B134B

屈臣氏上海普陀189弄购物中心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89号2层L211+L212

屈臣氏上海徐汇中星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9号中星城107A

屈臣氏上海惠南禹州商业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910号、9916号104禹州商业广场首层

屈臣氏上海周浦绿地缤纷城店 上海浦东新区年家浜东路238号绿地缤纷广场1层133室

屈臣氏上海淞南上坤店 上海市宝山区凇发路９３９号１楼；铺位号：112、113、114

屈臣氏上海奉贤宝龙广场店 上海奉贤航南公路5639、5699号1F-016/017/018/019/060 021-33657163

屈臣氏上海黄浦新天地湖滨道店 上海市湖滨路150号地下二层E23单元 021-63339205

屈臣氏上海长宁宣化路分店 上海市长宁区宣化路300号1层101铺位

屈臣氏上海宝山宝龙城市广场店 上海宝山区杨南路2211号一楼

屈臣氏上海卢湾店 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787号 021-64318650

屈臣氏上海嘉里不夜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218太平洋百货 02163545818

屈臣氏上海昆仑台湾商城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401号 62767661

屈臣氏上海美罗城店 上海徐汇区肇嘉浜路1111号美罗城商场2楼2-2A 02164267269

屈臣氏上海来福士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来福士广场B1-01 02163403093

屈臣氏上海七宝龙城店 上海市七莘路3019号首层

屈臣氏上海阳光店 上海市南京东路580号阳光百货地下负1楼 021-63220052

屈臣氏上海新世界店 上海市南京西路2-68号 021-63595710

屈臣氏上海米兰时尚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路820号地下1层 021-32083246

屈臣氏上海飞洲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零陵路899号地下1层 021-54893458

屈臣氏上海黄金广场店 上海市牡丹江路1688号黄金广场 021-56786011

屈臣氏上海黄浦日月光中心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B1-TK05-11 021-64433387

屈臣氏上海正大广场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正大广场地下1层 02150471498

屈臣氏上海赤峰路轻轨站店 上海市轨道交通三号线赤峰路站商铺二层 26031453

屈臣氏上海西郊百联店 上海市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首层 021-62390883

屈臣氏上海大宁店 上海共和新路1978号9栋109B、202B 02166315126

屈臣氏上海凯特利广场店 上海市青浦公园路458号 021-69726383

屈臣氏上海万达商业中心店 杨浦区凇沪路77号上海万达广场地下一层 02165111797

屈臣氏上海嘉定罗宾森广场店 上海市嘉定城中路138号罗宾森广场首层屈臣氏 59536706

屈臣氏上海宏伊广场店 上海市南京东路299号地下一层 021-33665160

屈臣氏上海大华澳洲广场店 上海市大华路538号101室 021-66368219

屈臣氏上海南汇人民路店 上海市南汇区人民东路2635弄97,99,101号 021-68245011/68245013

屈臣氏上海瑞虹新城店 上海市临平路123号一二层 021-61239708



屈臣氏上海文峰千家汇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801号 021-58464678

屈臣氏上海塘桥巴黎春天店 上海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巴黎春天百货地下一层 02151925161

屈臣氏上海梅陇会店 闵行区莲花南路1500弄11号1层 021-33580069

屈臣氏上海颛桥乐购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3366号 021-64581605

屈臣氏上海川沙现代店 上海市川沙路4825号 021-58920962

屈臣氏上海世纪联华凉宏店 上海市虹口区车站南路330号弄2-6号 021-65257674

屈臣氏上海南桥西百联店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百齐路588号 02133610841

屈臣氏上海96广场店 上海浦东东方路796号一层 02161000826

屈臣氏上海徐汇区银泰店 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9001-3号银泰购物中心北1-C24 021-54219007

屈臣氏上海长宁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三楼 021-33728688

屈臣氏上海南汇玉湖商厦店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东门大街200号首层001 021-38022482

屈臣氏上海杨浦新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凇沪路8号地下一层 021-65482439

屈臣氏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店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2号1层 021-59526626

屈臣氏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店 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567号2搂 021-66055298

屈臣氏上海普陀铜川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1688号1层 021-52750751

屈臣氏上海松江开元店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925弄一楼1141室,1142室 02157757292

屈臣氏上海虹口东宝兴店 上海市虹口四川北路1689号B1楼 021-36356931

屈臣氏上海宝山大华虎城巴黎春天店 上海市宝山区真华路888号地下1楼 021-66073351

屈臣氏上海复旦大学国定路店 上海市杨浦国定路315-333号1楼 021-55663731

屈臣氏上海黄浦方浜中路店 上海黄浦区方浜中路270到296号一楼 021-63356359

屈臣氏上海浦东巴黎春天成山店 上海浦东新区成山路1993号一楼 021-60891331

屈臣氏上海松江荣乐路店 上海松江荣乐中路12弄底层15\18\54号 021-67761540

屈臣氏上海金山百联店 上海市金山区卫青西路168弄99号一层G47-F01-1-008 021-67291089

屈臣氏上海闵行虹井路店 上海闵行区虹井路288号1楼 021-34110703

屈臣氏上海浦东上海湾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8号一层 021-38689580

屈臣氏上海闵行七宝店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457号地下一层 021-52211597

屈臣氏上海闵行莲花广场店 上海闵行区泸闵路7866弄1号一层 02134681307

屈臣氏上海长宁虹桥路站店 上海市轨道交通明珠线虹桥路站虹桥-3-105 021-51186375/51186376

屈臣氏上海浦东成山商业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500号一层 021-58832113

屈臣氏上海松江中山中路店 上海中山中路73-77号地下一层 021-67850172

屈臣氏上海长宁北新泾店 上海长宁区天山西路138号一楼 021-32020317

屈臣氏上海川沙华夏路店 上海浦东新区华夏东路2255号首层 021-50967091/50967092

屈臣氏上海闵行龙之梦店 上海市闵行区泸闵路6088号 021-34717652

屈臣氏上海浦东万嘉商业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1881号首层 021-60451391

屈臣氏上海浦东嘉里中心店 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地下一层 021-50433800

屈臣氏上海静安久光店 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1618号久光百货地下 02162882784

屈臣氏上海浦东中房金谊广场店 上海市上南路4467弄82号1层A单元 021-50130956

屈臣氏上海浦东金桥翡翠坊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台儿庄路259、263号 021-20237005

屈臣氏上海闵行虹泉路店 上海闵行区虹泉路1030-1082号108-109B 021-54153352

屈臣氏上海普陀云岭东路店 上海普陀区大渡河路196号首层 021-62093821

屈臣氏上海浦东龙阳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000号102室 021-50330307/50305022

屈臣氏上海徐汇桂林路站店 上海市宜山路700号84幢A1号楼108 021-54186219

屈臣氏上海黄浦名人广场店 上海市黄埔区南京东路300号B117 021-53027396

屈臣氏上海浦东康桥半岛商业广场店 上海浦东新区秀沿路1060-1088号，1166弄 021-20913711

屈臣氏上海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地下一层 02156357055

屈臣氏上海长宁天山鸿鑫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62号地下二层 021-62330079

屈臣氏上海闸北大悦城店 上海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B1层 021-63090361

屈臣氏上海杨浦五角场苏宁店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585号B1层 021-51671952

屈臣氏上海嘉定安亭城市生活广场店 上海市嘉定墨玉南路1033号一层109，110室 021-69503609

屈臣氏上海宝山万达店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88弄1号三楼 021-63090751

屈臣氏上海徐汇光启城店 上海徐汇区宜山路455号地下一层 021-60299626

屈臣氏上海浦东昌里路浦东商场店 上海市浦东昌里路333号一层 021-50309029

屈臣氏上海黄浦亚龙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500号地下一层 021-53087291

屈臣氏上海杨浦海烟商厦店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667号地下一层 021-55128571

屈臣氏上海普陀恒达广场店 上海普陀区白丽路243,245,247号 021-36539825

屈臣氏上海闵行星宝风情街店 上海闵行区漕宝路1544号 021-34975057

屈臣氏上海浦东科技馆站店 上海轨道交通2号线上海科技馆商铺KJ-012 021-50758783

屈臣氏上海浦东百联东郊购物中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420号一层 021-58386593

屈臣氏上海杨浦中原城市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725号中原城市广场 021-65100013

屈臣氏上海闸北宝山路店 上海市闸北区宝山路192196，200号 021-63062960

屈臣氏上海崇明八一路店 上海市崇明县八一路206号1层 021-69609031

屈臣氏上海闵行仲盛广场店 上海市都市路5001号B1 021-64887628

屈臣氏上海黄浦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店 上海市马当路245号地下一层118-119 021-53862897

屈臣氏上海宝山绿地店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5000弄5号楼一楼 021-66286959

屈臣氏上海闸北五月花广场店 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448号 021-66283397

屈臣氏上海黄浦大兴街店 上海黄浦区陆家浜路976号一楼101A室 021-63019901

屈臣氏上海杨浦宝地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355、359、363号 021-55970276

屈臣氏上海杨浦长阳路欧尚店 上海长阳路1750号CY126号铺位 021-55961365

屈臣氏上海百联中环店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288号首层 021-62415695

屈臣氏上海闵行东川路店 上海市闵行东川路2088号首层 021-52954732

屈臣氏上海普陀盈石芳汇广场店 上海普陀区长寿路1118号1层L1-07 021-62307219

屈臣氏上海嘉定祥腾城市广场店 上海市嘉定区佳通路31弄3号306室

屈臣氏上海长宁天山商厦店 长宁区天山路889号地下一层 021-62330166

屈臣氏上海普陀武宁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231号一楼 021-62410063



屈臣氏上海普陀月星生活广场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B1层屈臣氏 021-62899070

屈臣氏上海松江颐思殿广场店 上海市松江区松东路217号103室

屈臣氏上海正大乐城店 上海徐汇区龙华中路602号7-202铺位，1楼 021-60823819

屈臣氏上海宝龙城市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2505号宝龙城市广场首层 021-50897976

屈臣氏上海奉贤新都汇店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665号新都会

屈臣氏上海闵行华侨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68号144、145、146商铺 021-34797299

屈臣氏上海松江万达新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弄2层2008号

屈臣氏上海浦东新大陆广场店 上海浦东南泉北路528号（新大陆广场北楼）首层

屈臣氏上海青浦富绅中心新店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618号

屈臣氏上海杨浦营口路新店 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266-270号首层（近营口路）

屈臣氏上海诺亚新天地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318号诺亚新天地首层 021-56783315

屈臣氏上海雅居乐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525号上海雅居乐国际广场一层铺位号：103 104 
105

021-63153225

屈臣氏上海宝山缤纷城 上海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17号首层 021-66017160

屈臣氏上海松江大学城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28002号116室 021-57616935

屈臣氏上海浦东洲海商业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园路128弄7、9、85、87号、138、140号

渝乡人家（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8楼 021-60402951

禾绿寿司（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B2楼 021-68910982

翡翠拉面小笼包（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8楼 021-68910982

韩林烤肉（百联又一层店） 上海市淞沪路8号百联又一层7楼5号铺 021-55232027

韩林烤肉（万达店） 上海市政通路189号万达广场特力时尚屋4楼 021-69197068

立丰食品（延平店）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979号 021-52285135

立丰食品（仙霞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125号 021-52175177

立丰食品（中原店） 上海市中原路209号 021-55492917

立丰食品（儿童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988号 021-62673575

立丰食品（田林店）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414号 021-64708390

立丰食品（九百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50号 021-52131386

云海肴（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6楼 4000727000

云海肴（虹龙店） 上海市西江湾路388号A座6楼 4000727000

云海肴（仲盛店） 上海市都市路5001号4楼 400072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