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户优惠信息

时间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哈根达斯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单笔消费88元品脱/菜品5折优惠。

1、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
惠，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
益；每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5折
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2、全国机场店、加盟店不参与本次
活动；
3、VISA全币通信用卡、美国运通白
金信用卡、顺丰VISA联名信用卡、返
利信用卡、百度金融VISA SIGNATURE
卡、京东VISA SIGNATURE卡、途牛
VISA SIGNATURE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城市 门店 地址 电话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奉贤百联店 上海市奉贤区百齐路588号百联南桥购物中心G41-F01-1-025铺位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新东安店 北京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广场地下一层KB1-2店铺 01065596277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西单店 北京西单北大街133号君太百货一层 01066164122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华星店 北京海淀区双榆树科学院南路44号 01082112489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望京店 北京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凯德MALL一层 0108472947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双井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北京富力广场首层E区130号商铺 01059037061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长安店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5号长安商场首层A-06 0106804500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前门店 北京市崇文区前门大街7号 0106304318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国展店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里58号天虹百货一层1023商铺 0105762041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公主坟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5号翠微广场首层120商铺 01088239115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朝北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北大悦城一层 0108551825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五道口店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号优盛大厦首层L1-25号商铺及二层L2-22号商铺 01062666893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悠唐广场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北里5号楼朝外悠唐广场二期一层101内2-103A店铺 01085616856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清河五彩城

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8号五彩城二期L150A 01082834890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五棵松卓展
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卓展购物中心一层1-015 01088199222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庄胜崇光店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8号庄胜崇光百货新馆一层A-110\111商铺 010-63105909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蓝色港湾店 北京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国际商区1号F1、F2、M楼层C1-1918 01059056806/021059056706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国瑞店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1幢F1-12号 01087107396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昌平万科店 北京市昌平区南环东路金隅万科广场首层哈根达斯 01060781942/  01060781932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东方广场店 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商场地下一层EE-02商铺 0108518954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安贞环贸店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E座一层05-06号 01059575495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亦庄华联店 北京市大兴区荣华中街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一层F1-16单位 01052595236/010-52595235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万寿路凯德

店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51号凯德晶品1层 01068260125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顺义祥云店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安泰大街9号院中粮祥云小镇9号楼105号铺位

哈根达斯店铺
01080477011/01080477301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通州万达店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路万达广场步行街首层1001号哈根达斯 01050906082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顺义华联店 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8号 1幢的北京华联顺义购物中心一层F1-56b铺位 01060414951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宜家店 北京大兴区欣宁大街15号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6-01-27-R铺位 01080258980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常营店
北京市朝阳区常通路2号院1号楼龙湖长楹天街购物中心一层编号BJCYTJSY-

B1F-04a 铺位
0106576967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西直门店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凯德MALL购物中心1层22号 01058301606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八达岭奥莱

店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陈庄村SKP八达岭奥莱一层944哈根达斯店 01050895998/78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世贸天街店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2号楼1层L112A  010-52061097
北京 哈根达斯北京中关村新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5号-9号一层R102号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天河店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广场首层1110铺 02085590922/02085598850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中信店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购物中心149-151号铺 02038772613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前进万国店 广州市江湾路283号万国广场1313B，1320号铺 02084418022/02084414343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太古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商场裙楼地铁上层MU40号铺 02038330703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黄沙店 广州市黄沙大道8号第一层113B号商铺 02081017251/02081017250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宝岗店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498号广百新一城首层1-10,1-43号商铺 02084393583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番禺万达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番禺万达广场首层1031号铺位 02031055080/02031055036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广粤天地店 广州珠江新城清风街28号广粤天地南门自偏23.25号铺哈根达斯 02038371872/02038259059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珠江天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天汇广场地下负一层B119号铺 02037392676
广州 哈根达斯广州乐峰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106-108号 乐峰广场B2层 S03铺 020-8963564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宏伊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99号宏伊国际广场108-109商铺 63086869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港汇店 上海虹桥路1号港汇广场157-160室 64077303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美罗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0号美罗大厦1层 64268239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八佰伴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1号第一八佰伴首层 58364130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南方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南方商城1楼 64142502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南东店 上海南京东路505号海仑宾馆一层 6360820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滨江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富都段码头北侧端 58880621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豫园店 上海市黄浦区福佑路234号底层 63730003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人民公园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73号，人民公园5号门 6372001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1071商铺 62128249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正大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一层GF31室 021-50490025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大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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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五角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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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大拇指店 上海浦东芳甸路199弄32号证大大拇指广 5043001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西郊百联店 上海仙霞西路88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130 5219628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又一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一楼G09-F01-1-1026.1027 0213535603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青浦店 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B181商 5975513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凯鸿店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661号 63099100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九六广场店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796号九六广场151 02161060026\0216106002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莘庄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广场一层GF11号商铺 34633325/3463332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3611弄5号103室 20233069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悦达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89号悦达889广场一层L1-24号 62320381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金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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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古北店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55号六月汇广场一楼102单元 3253280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江桥万达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1号1018商铺 5997688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陆家浜路店 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100号1F-01B商铺 31076492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周浦万达店 上海市年家浜路518号万达广场130-1铺（周浦万达广场） 2078152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181号9号楼172室 50801233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协信店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路1288号协信星光广场NL141商铺 02156200131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宝乐汇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F1层F126号店铺 (021)66018202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正大蛋糕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一层GF31室 58215099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环贸新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520室哈根达斯 6403393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川沙百联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5398号G61-F01-1-01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闵行店 上海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凯德龙之梦，1-49号商铺 34683710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大华店 上海市市宝山区大华一路198号虎城嘉年华101，111，112室 3653607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虹口龙之梦

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A01-08室 5608615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光启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55号光启城101室 60741161/62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宝山万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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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安亭店 上海市墨玉南路1055号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一层143，145室 6950376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瑞虹新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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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月星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环球港L1102-L1103商铺 6233309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无限度店 上海市淮海中路138号116+131商铺 63752680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星游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580号1F03 54355201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天山汇金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900号汇金百货一楼 6115735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环贸店 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5层（L5）502室 64311963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世博店 世博源2F 3107873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松江万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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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吴江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吴江路269号煌普汇商场110单元 6143794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老码头店 黄浦区中山南路505弄7号楼101-103 53832110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久光新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18号久光百货一层S102商铺 62882622/62882764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武宁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101号我格广场一层F1-05/06号商铺 62777966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国金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二期LG1-39 20285075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新天地新店 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123弄7号楼03单元 63862077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杨浦百联店 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222号L1层G56-F01-1-107室 65390118

上海
哈根达斯上海佛罗伦萨小

镇店
祝桥镇卓耀路58弄佛罗伦萨小镇G28单元  021-20676122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滨海店 天津市经济开发区第二大街62号伊势丹百货地上一层T109号铺位哈根达斯 02265541031\02265541150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海信店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碑路188号天津海信广场 02223198189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武清店 天津市武清区前进道北侧佛罗伦萨小镇京津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一层Bar-N3 02259698246\02259698235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购物 02258100308/02258100345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银河店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天津银河国际购物中心一层L1-046-1 02283887286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阳光新业店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25号一层A121号 02288312118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意风街店 天津市河北区自由道意式风情街56号商铺 02224462272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梅江永旺店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111号梅江永旺商场NO.164地上一层哈根达斯 02258710753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仁恒店 天津市东马路135号地上一层1—09店铺 022-59908389 /022-59908388

天津 哈根达斯天津爱琴海店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160号 爱琴海购物中心 022-58537780 /022-58537779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大都会店 重庆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广场LG层2 02363700581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大坪店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时代天街A馆L1层01号 02368808018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南坪万达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LG层010号哈根达斯商铺 02362388423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大融城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大融城1楼K005号哈根达斯店铺 02367755935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55号重庆华润中心万象城1F 02368124050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星光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星光68LG层哈根达斯 02367869397
重庆 哈根达斯重庆远东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0号远东百货2楼 02386877546
沈阳 哈根达斯沈阳中街店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28号皇城恒隆广场一层106号单元 02431099108
沈阳 哈根达斯沈阳华府店 沈阳市沈河区哈尔滨路118号华府天地首层1-20号 02431090556\02431090558
沈阳 哈根达斯沈阳东中街店 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5号沈阳大悦城B座112/212号商铺 02424357208/24357358
沈阳 哈根达斯沈阳北一路店 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路1号万达广场1055/1056单元 02431081318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环宇城店 南京市鼓楼区凤熙路8号“环宇城购物中心”1楼L101店铺 025-87766553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砂之船店 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18号C16 02586152212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牛首山店
南京市江宁区宁丹大道18号牛首山风景区东区（佛城西路与宁丹大道交叉

口）
025-52109902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百联店 02586140996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夫子庙店 南京市夫子庙状元境9号哈根达斯 02586620646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大洋店 南京市中山南路122号大洋百货一楼 02584732362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南站店 南京高铁南站候车区HC-3-1. 02568518824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新百店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1号新街口百货商场1楼沿街商铺 02584732676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建邺万达店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98号室内步行街一层153号商铺 02583114547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水平方店 南京市建康路3号南京水平方购物中心L1-17号商铺 02558059181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江宁万达店 南京市江宁区竹山路68号万达广场一楼西区2号门 02552193443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江东店 南京市江东中路235号中央商场1层103号商铺 02558712844/025-58712845
南京 哈根达斯南京森林摩尔店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大街301号森林摩尔商业街区1F101号商铺 02587761711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天地店 武汉市江岸区卢沟桥路68号武汉天地A4地 02782725576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汉街店 武汉市武昌区万达汉街广场汉街110号 02787110622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来福士店 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8号凯德广场一层 02783738767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世界城店 武汉市珞瑜路世界城广场1F1021号 02788186396\02787771285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王家湾店 武汉市龙阳大道特6号摩尔城B栋102-1 02784686215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江汉路店 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118号新世界百货时尚店一楼 02782750013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菱角湖万达

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5号新华路万达广场1号门1楼 02785800075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银泰店 武汉市珞瑜路武汉珞珈创意城一层（群光广场对面） 02787056919
武汉 哈根达斯武汉宜家店 武汉市工农路特1号荟聚武汉购物中心L11层3-11-26-SU 02783377018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中山店 成都市春熙路中山广场 02886664492/02886664491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仁和店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19号仁和春天百货一层 02861501011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九方店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88号 九方购物中心1FL105-L106店铺 02883331819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锦华万达店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68号万达广场133号商铺 02884191716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金牛万达店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3号门1062A.1063号商铺 02883210830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国金店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国际金融中心LG1层哈根达斯 02886586805/02886586807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世豪店 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1楼C102号 02862497900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温江店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3段1588号珠江尚悦广场 02861710168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太古店 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远洋太古里 02886754971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海滨城店 成都市双流区成双大道蛟龙港海滨城 02868758086
成都 哈根达斯成都大悦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15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1楼哈根达斯 02861336366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高新店 西安市科技路33号世纪金花一层 02988323280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钟楼店 西安市西大街1号钟鼓楼广场步行商业街41号 02987235982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北郊店 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五路十字西南角世纪金花赛高店F1-1号店铺 02986112769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唐延路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超市一层1A-03号商铺 02989389039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曲江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1F-2 02989123682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大雁塔店 西安慈恩西路东侧秦汉唐国际文化广场一层 02989133968/02989133969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新地凯德广

场店
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广场一层1F-9A铺 02987875276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民乐园万达
店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11号民乐园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01A商铺 02986458106/02987370624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李家村万达

店
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8号万达广场1-52 02988663063/029-88663053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开元店 西安市碑林区解放市场6号开元商场1层 02987367074/02987367073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小寨赛格店 西安市长安中路123号小寨赛格购物广场一层 02989327842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珠江金花店 陕西省西安市南关正街珠江时代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 02989358618/02989358619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阳光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与西部大道路口阳光天地一层 02981104093
西安 哈根达斯西安兵马俑店 西安市临潼区秦俑路秦皇大剧院一层哈根达斯 02968020288

石家庄 哈根达斯石家庄万达店 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36号裕华万达广场南门一楼 031167795165
石家庄 哈根达斯石家庄万象天成

店
石家庄桥西区裕华路15号万象天成购物中心首层125号店铺 031166600821

石家庄 哈根达斯石家庄北国店 石家庄市桥东区中山东路188号一层CY-1哈根达斯 031189669161
保定 哈根达斯保定万博店 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99号万博广场一层 03126095302
唐山 哈根达斯唐山万达店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新华东道1001号万达广场一层1号门 03155105932\0315-5105930
太原 哈根达斯太原长风街店 太原市小店区长风大街天美新天地百货1层西北角125号商铺 03518376186/03518376188
太原 哈根达斯太原解放路万达

店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175号1001商铺哈根达斯 03513107556

郑州 哈根达斯郑州金博大店 郑州市二七路200号新玛特购物中心一层 037166220781
郑州 哈根达斯郑州国贸店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360广场一楼A2001-1号 037187090621
郑州 哈根达斯郑州二七万达店 郑州市航海路万达广场首层1001号 037186505196/037186505195
郑州 哈根达斯郑州中原万达店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万达广场2号门1楼哈根达斯 037186610772
郑州 哈根达斯郑州中原新城店 河南省郑州市陇海西路与桐柏南路交叉口中原新城哈根达斯店铺 037156016301
洛阳 哈根达斯洛阳泉舜店 洛阳市牡丹大道166号泉舜购物广场哈根达斯 037965199162/037965199163
大连 哈根达斯大连百年汇店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15号百年汇soho写字楼首层 041184990336
大连 哈根达斯大连西安路店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123号麦凯乐商城一层 041183896511

大连
哈根达斯大连青泥洼麦凯

乐店
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57号麦凯乐总店下沉广场一层 041182557400/041182557411

大连 哈根达斯大连和平广场店 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687号和平广场2号门哈根达斯 041184394541
大连 哈根达斯大连亿合城店 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235号亿合城购物广场一层哈根达斯店铺 041139973771
抚顺 哈根达斯抚顺万达店 抚顺新抚区浑河南路中段66号抚顺万达广场一层 02452852999
丹东 哈根达斯丹东汇侨店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十纬路30号汇侨国际广场首层哈根达斯 0415-3887808/0415-3887988
长春 哈根达斯长春红旗街店 长春市工农大路1055号巴黎春天百货商场首层101号 043185931668
长春 哈根达斯长春卓展店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1255号卓展购物中心B座一层 043189153368
长春 哈根达斯长春欧亚店 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5178号欧亚卖场地上一层8号门东门 043185513868
吉林 哈根达斯吉林财富广场店 吉林市昌邑区重庆路1367号吉林财富广场一楼 哈根达斯 043268196428

哈尔滨 哈根达斯哈尔滨会展红博
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301号红博会展购物广场负一层。 0451-82273108 /0451-82273109
哈尔滨 哈根达斯哈尔滨中央大街

店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69号金安国际购物广场B区101号 045187650668

哈尔滨 哈根达斯哈尔滨凯德学府
店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1-1号凯德嘉茂广场1楼6号 045151925565
哈尔滨 哈根达斯哈尔滨卓展店 哈尔滨市爱建安隆街106号爱建卓展购物中心 045187737387
哈尔滨 哈根达斯哈尔滨香坊万达

店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68号 045187582802

呼和浩特
哈根达斯呼和浩特维多利

时代城店
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1号海亮百货有限公司首层006号铺位哈根达斯 04713682158

呼和浩特 哈根达斯呼和浩特万达店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26号万达广场1层130-132号哈根达斯 04713296968
包头 哈根达斯包头万达店 包头市青山区青年路26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20-121号店铺 04725199150/04725199160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中山店 无锡市中山路219号锦江大酒店一楼 051082702729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南长店 无锡南长区南下塘9号 051085059079
宜兴 哈根达斯宜兴万达店 宜兴市东虹路550号万达广场一楼 051087055513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奥特莱斯店 无锡市锡勤路18-28号奥特莱斯1层A2-107（哈根达斯店铺） 051081858155/051081858156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滨湖万达店 无锡市梁溪路35号万达广场1-38B 051085868627
江阴 哈根达斯江阴万达店 江苏江阴市人民西路307号万达广场一楼1027-1028号商铺 051086001878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宜家店 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英特宜家购物广场2楼（8-11-01-R） 051088259266
无锡 哈根达斯无锡万象城店 无锡市滨湖区金石路88号1层72号哈根达斯店铺 051085062526
昆山 哈根达斯昆山中茵广场店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西路世贸广场1层 051236628133
昆山 哈根达斯昆山九方店 昆山市萧陵中路666号九方购物中心1楼039铺 051255179328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灵隐寺店 杭州市灵隐寺售票处旁 057186520285 \057186523085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石路店 苏州市金阊区石路18号地上一层1006室 051265703353

张家港 哈根达斯张家港曼巴特店 苏州市张家港河西路88号曼巴特购物广场1楼哈根达斯店 051258978178
常熟 哈根达斯常熟印象城店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南路88号常熟印象城一层01-01a商铺  0512-52958352
苏州 哈根达斯昆山昆城店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南路1128号昆山昆城店3号楼1楼哈根达斯店 051255190179
南通 哈根达斯南通圆融店 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57号圆融广场1楼哈根达斯店 051389070936
扬州 哈根达斯扬州瘦西湖店 扬州市广陵区大虹桥路18号 051487990087
徐州 哈根达斯徐州彭城店 徐州鼓楼区彭城路1号彭城壹号南广场景观玻璃房 051683719295
常州 哈根达斯常州新世纪店 常州市南大街1号莱蒙都会国际商业街A4区A109号商铺 051986677781
常州 哈根达斯常州吾悦广场店 常州市延陵西路123号吾悦国际广场5-137号商铺 051985789927
常州 哈根达斯常州武进店 常州市武进区定安中路2号1-2-058号（福克斯一楼） 051985511658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观前街店 苏州市观前街245号美罗商城一层 051265213078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久光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敦路268号苏州久光百货1层1B11室 051266961632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长江店 江苏省苏州市长江路211号美罗百货1层 051265099122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万宝店 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088号 F1 层  S1007 号哈根达斯 051263185451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平江万达店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3188号18幢一楼85号商铺 051267519644
苏州 哈根达斯苏州吴中万达店 江苏省苏州市石湖西路188号万达广场步行街1046商铺 051267071264
泰州 哈根达斯泰州万达店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228号万达广场1号门口哈根达斯门店 052386832880
济南 哈根达斯济南万达店 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5号万达广场1F 053167618866
济南 哈根达斯济南玉函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玉函银座一层B-002号哈根达斯 053167718127
济南 哈根达斯济南高新万达店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57号万达广场一层1031B号哈根达斯 053155585719
青岛 哈根达斯青岛万象城店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甲华润中心万象城LG层G--137号商铺 053255575230
青岛 哈根达斯青岛海信二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117号海信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
青岛 哈根达斯青岛海信店 青岛澳门路117号海信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店铺 053266788050
青岛 哈根达斯青岛李沧万达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二号门 053267706060
青岛 哈根达斯青岛CBD万达店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6号CBD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 053255662445
淄博 哈根达斯淄博万象汇店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66号华润中心万象汇1层L-167号哈根达斯 05333149661 /0533-3149664
烟台 哈根达斯烟台振华店 烟台市芝罘区西大街8号振华商厦一层东门 05356588063
烟台 哈根达斯烟台万达店 烟台市芝罘区万达广场百货2号门 05353039301
潍坊 哈根达斯潍坊万达店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鸢飞路958号万达广场一层1029B商铺 05368098788

临沂 哈根达斯临沂上海街店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北路与上海街交口西北角颐高上海街二期首层

1026 哈根达斯
0539-8616399

东营 哈根达斯东营万达店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730号 东营万达广场 一层1037号哈根达斯商铺 05467789101
合肥 哈根达斯合肥银泰店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98号 055162627169
合肥 哈根达斯合肥天鹅湖店 合肥市南二环路3818号天鹅湖万达广场1-01 055165862197
合肥 哈根达斯合肥潜山银泰店 合肥市潜山路与南二环路交口合肥银泰城一楼南大门 055162624975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利星店 杭州平海路124号銘德广场一楼哈根达斯店铺 057187791192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西湖天地店 杭州上城区南山路147号G号 057187026180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庆春店 杭州江干区景昙路18-26号（银泰庆春店1层） 057186533296/057186533295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奥特莱斯店 杭州海宁市盐仓区启朝路199号百联奥特莱斯广场C-125铺 057187358153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武林店 杭州大剧院武林广场29号 057185175805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平湖店 杭州市西湖区孤山路1号 057187382109/057187382108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文化店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18号银泰百货一层 057188987681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萧山恒隆店 杭州市萧山区山阴路688号萧山恒隆广场一楼 057182115375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城西银泰店 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380号银泰城地面一层铺位号1F059 057186032297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彩虹城店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4307-1号 057188036030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中大银泰店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822号中大银泰购物中心一层F109商铺哈根达斯店 057189773580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西湖银泰店 延安路98号104室 057187002304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万象城店 杭州江干区富春路701号万象城B1层B1S36号铺位 057186708271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龙湖店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560号金沙天街1-001 057187256625/057187256626
杭州 哈根达斯杭州嘉里中心店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385号杭州嘉里中心3幢125室 057185156005
湖州 哈根达斯湖州银泰店 湖州市吴兴区劳动路518号东吴银泰城哈根达斯店铺 05722277311
嘉兴 哈根达斯嘉兴旭辉店 嘉兴市南湖区中山东路618号旭辉广场门前广场上的景观玻璃房 057382090520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鄞州万达店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999号万达广场哈根达斯 057483052160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富邦店 宁波北仑区黄山路857号富邦商业广场1F-62铺位哈根达斯 057486865887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和义店 宁波和义路66号和义大道购物中心一层1037号 057487096886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来福士店 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99号来福士广场L1层L116B号 057481858128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印象城店 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288号1层L01-L07B号商铺 057482829538
余姚 哈根达斯余姚万达店 余姚市四明西路855号万达广场一层1023商铺 057462570598
宁波 哈根达斯宁波天一店 宁波市海曙区碶闸街138号天一广场一层哈根达斯门店 057483860661
上虞 哈根达斯上虞大通店 上虞市市民大道689号1F32 057582925722
绍兴 哈根达斯绍兴银泰店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77号绍兴银泰城一楼 哈根达斯 057589111300

台州 哈根达斯台州经开万达店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大道799号台州经开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1层1062铺哈根

达斯
0576-81818780

温州 哈根达斯温州世贸店 温州市鹿城区解放南路9号世贸中心广场银泰百货首层 057788215801
温州 哈根达斯温州龙湾万达店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永定路1188号万达广场首层（2号门右侧） 057755590688
瑞安 哈根达斯瑞安时代店 瑞安市罗阳大道时代购物中心首层 057765867868
金华 哈根达斯金华一百店 金华市婺城区西市街159号金华市第一百货江北店铺位号1F007哈根达斯 0579-82304329
福州 哈根达斯福州东方店 福州市杨桥东路8号东方百货一层 059187619976/059187619986
福州 哈根达斯福州万达店 福州市台江区鳌江路8号金融街万达广场内1-35/1-36-1 059188359582
福州 哈根达斯福州仓山店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仓山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53号铺 059188257285
福州 哈根达斯福州三坊七巷店 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南后街93号商铺 059187669957/059187663987

福州 哈根达斯福州泰禾店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泰禾城市广场商业中心17号楼B1层

B142-2商铺
059183818263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磐基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197-199号磐基名品中心G层G34A单元 05925127977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SM店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99号SM新生活城市广场一楼B栋105商铺 05925081366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集美万达店 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137号万达广场1025号商铺 05926296539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湖里万达店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66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1-1商铺 05925526175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中华城店 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171之26（中华城购物中心1049号商铺） 05922912205\05922912206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SM蛋糕店 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468号SM城市广场1楼M002+M003铺 05925522336
厦门 哈根达斯厦门机场店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一路121号高崎国际机场 05925750205
晋江 哈根达斯晋江SM店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福埔开发区SM国际广场1128-1129号 059585093208
泉州 哈根达斯泉州万达店 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689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首层1-12号铺 059528686991
威海 哈根达斯威海威高店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4乐天百货一层哈根达斯 06313661668
宜昌 哈根达斯宜昌水悦城店 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118号水悦城广场1楼哈根达斯专卖店 07176681218
长沙 哈根达斯长沙开福万达店 长沙市湘江中路开福万达购物广场1F-04号商铺 073188572934

长沙
哈根达斯长沙河西王府井

店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与金星中路交叉口河西王府井商业广场哈根

达斯
073182234490

湘潭 哈根达斯湘潭步步高店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建设南路102号步步高广场哈根达斯 073155579032
长沙 哈根达斯长沙海信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36号长沙海信广场哈根达斯 073185907992
江门 哈根达斯江门万达店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大道万达广场1025B商铺 07503699011
汕头 哈根达斯汕头长平路店 汕头市龙湖区长平路90号汕头苏宁广场首层A014号铺 0754-87266808,87266809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中信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圳中路1003号、2001号铺 07552598654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CocoPark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COCOPARK购物中心首层S102-J107-J108号铺 075583285192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国投店 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一楼01-03号铺 075583259785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海岸城店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购物中心二层287铺 07558638635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西乡天虹店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街西乡大道与新湖路交汇处合正汇一城 1023-A号 07552371699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海上世界店 深圳市南山区望海路1128号海上世界船尾广场B区131号铺 075526825858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南山茂业店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二道228号茂业时代广场1层109铺 07558693781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皇庭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8号皇庭广场L2-21号铺 07558272234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华强九方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1018号深圳中航九方购物中心L3层L362-L364号

铺
075588600061

深圳 哈根达斯深圳卓悦汇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卓悦汇购物中心1楼 L1-024铺
珠海 哈根达斯珠海华发商都店 珠海市南屏珠海大道8号珠海华发商都2号楼B1031号商铺 07568975861\07568975862
佛山 哈根达斯佛山佛罗伦萨店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疏港路28号G45B铺 0757-81251416
佛山 哈根达斯佛山天地店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岭南天地商业中心福晨里5号FC501-2铺 075782036022
佛山 哈根达斯佛山南海万达店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28号佛山南海万达广场购物中心地上一层 075781632610
东莞 哈根达斯东莞东升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星河城中心SPAR超市首层XH-1F-01号商铺 076923836320
东莞 哈根达斯东莞长安万达店 东莞市长安镇东门路万达广场1号门1056号铺 076983003981
东莞 哈根达斯东莞汇一城店 东莞市南城区鸿富路200号第一国际汇一城购物中心时尚区首层A1101铺 076926991159
东莞 哈根达斯东莞东城万达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纵路208号东城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101B号铺 076987006539
南宁 哈根达斯南宁五象广场店 广西南宁青秀区金湖路61号梦之岛水晶城一楼哈根达斯店铺 07715536919
南宁 哈根达斯南宁店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民生路38号南宁饭店 07712818319
南昌 哈根达斯南昌天虹店 南昌市中山路318号天虹百货一楼 079186783191
南昌 哈根达斯南昌红谷滩店 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1F 079183851650
南昌 哈根达斯南昌恒茂百盛店 南昌市北京东路428号恒茂梦时代广场百盛商场一楼哈根达斯 079188310450\079188312095
赣州 哈根达斯赣州万象城店 江西省赣州市登峰大道和新赣州大道的交汇处华润中心万象城一楼哈根达

斯
07975169717

绵阳 哈根达斯绵阳涪城万达店 绵阳市涪城区花园路9号万达广场1楼1056号 08162358906
贵阳 哈根达斯贵阳中大店 贵阳市贵乌北路199号中大国际广场1F-L101号商铺 085186763039
贵阳 哈根达斯贵阳元隆星力店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203号星力元隆广场一楼1F-05铺 085186878727
贵阳 哈根达斯贵阳逸天城店 贵阳市市南路国贸保利逸天城首层哈根达斯 085185511003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昆百大店 昆明市东风西路昆百大新天地一楼 087166370881/087166370882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金格店 昆明市北京路985号金格百货商场一楼 087163332986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南亚店 昆明市滇池路569号，首层A1-1F-39/40/41商铺 087164601878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新都龙城店 昆明市北京路1079号，欣都龙城1-001商铺 087165516141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西山万达店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万达广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4640878
昆明 哈根达斯昆明金格奥莱店 云南省昆明市前卫西路金格奥特莱斯商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5365878  
海口 哈根达斯海口望海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8号望海国际购物中心1楼哈根达斯专卖店 089866707790/089866777410
三亚 哈根达斯三亚百花谷店 三亚市亚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华宇百花谷商业中心 089888555289
海口 哈根达斯海口京华城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1号玉沙京华城A区A014号哈根达斯 089868564690
三亚 哈根达斯三亚夏日店 三亚市大东海区海韵路１号首层1F-101-01 089888224778
兰州 哈根达斯兰州城关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1013号哈根达斯 09318557687

兰州 哈根达斯兰州国芳店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首层L125号商铺 （哈

根达斯）
09314630056

咸阳 哈根达斯咸阳财富店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中路七厂十字东南角咸阳国际财富中心首层哈根达斯 02932019191/32019292
银川 哈根达斯银川金凤万达店 宁夏银川金凤区正源北街金凤万达广场一层哈根达斯 0951-6048325
西宁 哈根达斯西宁国芳店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国芳百货一层哈根达斯门店 09716368611
南宁 南宁店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民生路38号南宁饭店 07712818319
南昌 南昌天虹店 南昌市中山路318号天虹百货一楼 079186783191



南昌 南昌红谷滩店 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1F 079183851650
南昌 南昌恒茂百盛店 南昌市北京东路428号恒茂梦时代广场百盛商场一楼哈根达斯 079188310450
赣州 赣州万象城店 江西省赣州市登峰大道和新赣州大道的交汇处华润中心万象城一楼哈根达斯 07975169717
绵阳 绵阳涪城万达店 绵阳市涪城区花园路9号万达广场1楼1056号 08162358906
绵阳 绵阳凯德店 绵阳市临园路东段74号凯德广场首层哈根达斯 08162999535
贵阳 贵阳中大店 贵阳市贵乌北路199号中大国际广场1F-L101号商铺 085186763039
贵阳 贵阳元隆星力店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203号星力元隆广场一楼1F-05铺 085186878727
贵阳 贵阳逸天城店 贵阳市市南路国贸保利逸天城首层哈根达斯 08515511003
昆明 昆明昆百大店 昆明市东风西路昆百大新天地一楼 087166370881/087166370882
昆明 昆明金格店 昆明市北京路985号金格百货商场一楼 087163332986
昆明 昆明南亚店 昆明市滇池路569号，首层A1-1F-39/40/41商铺 087164601878
昆明 昆明新都龙城店 昆明市北京路1079号，欣都龙城1-001商铺 087165516141
昆明 昆明西山万达店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万达广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4640878
昆明 昆明金格奥莱店 云南省昆明市前卫西路金格奥特莱斯商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5365878  
海口 海口望海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8号望海国际购物中心1楼哈根达斯专卖店 089866707790/089866777410
三亚 三亚百花谷店 三亚市亚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华宇百花谷商业中心 089888555289
海口 海口京华城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1号玉沙京华城A区A014号哈根达斯 089868564690
三亚 三亚夏日店 三亚市大东海区海韵路１号首层1F-101-01 089888224778
兰州 兰州城关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1013号哈根达斯 09318557687
兰州 兰州国芳店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首层L125号商铺 （哈根达斯） 09314630056
咸阳 咸阳财富店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中路七厂十字东南角咸阳国际财富中心首层哈根达斯 02932019191/32019292
银川 银川金凤万达店 宁夏银川金凤区正源北街金凤万达广场一层哈根达斯 0951-6048325
银川 银川鼓楼店 银川市解放东西街和鼓楼南北街十字交叉处新华百货一层哈根达斯 0951-8760363/0951-8760362
西宁 西宁国芳店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国芳百货一层哈根达斯门店 09716368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