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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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咖啡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手调类饮品(大杯或特大杯)买一送
一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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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惠
赠送；不与其他优惠重享；
2、手调饮品不含冰滴咖啡、手冲咖啡、酒咖啡及
瓶装饮料，所赠饮品价格不高于所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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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铺 地址 门店电话

上海 上海宝地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55号宝地广场1层110室 021-55520232

上海 上海贝岭大厦店 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810号贝岭大厦1楼09号商铺 021-61132795

上海 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店 浦东新区锦康路258号103室 021-60522793

上海 上海长泰广场2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2号7号楼1层16-144室 021-61605952

上海 上海长泰广场1店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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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东方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630仁济医院-东院13号楼1层1单元 021-58943786

上海 上海大丸百货店 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街道南京东路228号3楼3E-01 021-80169028

上海 上海大悦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大悦城5楼501-22-24商铺 021-61491621

上海 上海月星广场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L4036-4038铺 021-60253080

上海 上海光新乐购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1855号乐购1层S04 021-62710288

上海 上海湖滨路店 上海市湖滨路202号的企业天地商业中心2号楼1楼3号商铺 021-60901031

上海 上海汇川路店 上海汇川路80号 021-52833713

上海 上海东方汇经店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333号2层 021-60458316

上海 上海外滩中心店 上海市河南中路88号101单元 021-63330115

上海 上海虹桥天地广场店 上海闵行区苏虹路29、33号104室 021-80105218

上海 上海淮海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淮海路93号大上海时代广场1楼L130室 021-61213081

上海 上海宜山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华鑫中心高层一号楼105室 021-33678832

上海 上海淮海中路二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795-804号1层01，02室，金辰大酒店 021-64086058

上海 上海锦延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延路155号101室1层01铺 021-61762110

上海 上海嘉里城Tank店 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浦东嘉里城二层L205号商铺 021-61908897

上海 上海投资大厦 上海市浦电路360、366号陆家嘴投资大厦一楼大堂G单元 021-60756520

上海 上海米格天地店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5999弄2302室 021-60253885

上海 上海南泉北路店 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665号1幢1层117单元 021-61769616

上海 上海南翔五彩城店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宝翔路801号1层101 021-69923270

上海 上海浦城路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城路367号1F-A 021-50623701

上海 上海杉达学院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2727号杉达学院图书馆7101室 021-58383785

上海 上海仲盛店 上海闵行区莘庄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3楼07号铺 021-64196676

上海 上海上体馆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666号上海体育场5号梯下A号 021-61200138

上海 上海天安中心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38号天安中心1F104-106单元 021-63230652

上海 上海腾飞大厦店 上海徐汇区天钥桥路333号腾飞大厦133单元 021-642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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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长风大悦城店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8弄136号长风景畔广场1层108室 021-52386231

上海 上海世博大道店 上海世博大道1368号L2层1-L2-03 021-31190275

上海 上海吴江路店 上海静安区吴江路169号1层123-124号单元 021-62550836

上海 上海徐汇太平洋店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932号地下一层 021-64485717

上海 上海兆丰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999号兆丰广场 021-62600399

上海 上海中原欧尚店 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102号1层zy-c6 021-652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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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南丰城店 上海市遵义路100号虹桥南丰城1-LM09（近紫云路） 021-62371062

上海 上海五角场店 上海市国定路335号一层A102店铺 021-55661318

上海 上海光复西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1003号3号楼 021-31830360

上海 上海腾云大厦店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397号a座腾云大厦1楼 021-5265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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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新天地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123弄6号楼新天地南里商场L307 021-63332136 

上海 上海田子坊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1F-TK-08 021-64263316

上海 上海宝乐汇广场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宝乐汇广场B1F-37&38 021-36106607

上海 上海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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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月亮湾店 上海市虹口区瑞虹路188号1层126单元 021-65200198

上海 上海德勤店 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88号外滩中心5楼 021-63230858

无锡 无锡广瑞路店 无锡市崇安区广瑞路399号华润乐都汇购物中心一层R104单元 0510-68062066

无锡 无锡万象城店 无锡市滨湖区金石路88号无锡万象城一层91号商铺 0510-80502198

无锡 无锡奥特莱斯店 江苏省无锡新区锡勤路18-28号百联奥特莱斯1层A2-106室 0510-88551932

无锡 无锡云蝠大厦店 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288号云蝠国际一层L105，L106单元 0510-81909077

温州 温州万象城一店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温瑞大道999号第1，2层店铺，编号
S104-107，S204-207

0577-85700916

温州 温州万象城二店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温瑞大道999号第B1层店铺，编号B121 0577-85700918

合肥 合肥万象城一店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111号万象城B1层21号铺 0551-65990880

合肥 合肥万象城二店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111号万象城L1层62号铺 0551-65990882

广州 广州塔店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222号广州塔首层105号商铺 020-8999 6064

广州 广州新港中路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6号丽影广场B座首层021铺 020-8142 1939

广州 广州南华奥园店 广州市番禺区南华路303号101房 020-3112 9726

广州 广州珠江国际酒店分店 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462、464号珠江国际纺织城内壹层自编10332
及10333号商铺

020-8999 2454

广州 广州新都荟店 广州市海珠区东晓南路1290号海珠新都荟广场首层D06号商铺 020-8956 8395

广州 广州星光城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2-354号环球•星光城“花样年华街区
”108A号铺位

020-8944 3297

广州 广州东照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515号东照大厦103号铺 020-8388 6477

广州 广州白云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13号102房自编01 020-8370 6403

广州 广州海港城店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18号港湾广场•海港城首层103号商铺 020-8320 0571

广州 广州花城大道店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路3-7号一层自编C14、C15号商铺 020-3828 3255

广州 广州汇德大厦店 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102号103房 020-8320 8361

广州 广州东风东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之一首层 020-3830 9420

广州 广州寺右新马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06号首层 020-3757 1256

广州 广州环市东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2号101房2层自编0081 020-83717290

广州 广州汇丰银行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二座4楼 189 2612 3773

广州 广州天河城店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购物中心第一层南门廊A号商铺 020-8558 8263

广州 广州冼村分店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11号116房 020-3702 8100  

广州 广州华穗路店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406号1-4层 020-3889 5410

广州 广州高德置地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大道路85、87号高德置地广场春负一层
B103

020-3883 8269

广州 广州林和店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48号101房一层自编102号商铺 020-3886 0377

广州 广州南国商苑店 广州市天河区海乐路11号首层2号铺自编之二 020-8516 2451

广州 广州兴盛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盛路11、17号越和兴盛汇G10号铺 020-8527 2805

广州 广州黄沙分店 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8号自编第一层182-183号商铺 020-8100 5017

广州 广州龙津西店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西路145-4 020-2835 2909

广州 广州五月花店 广州市中山五路68号五月花商业广场首层127号商铺 020-8318 5983

广州 广州西门口店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48号西门口广场首层自编103号 020-8132 9797

广州 广州世贸友谊店 广州市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二层201号
商铺

020-8762 3141

广州 广州东风西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48-1号10-11号 020-81950049

广州 广州太古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商场M层41铺  020-3868 2030

广州 广州大德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115号地下A 020- 8306 4206

广州
广州天环广场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12号、214号、216号、218号、220号自编
220号地下一层B106号商铺

020-3855 9244

广州 广州正佳店 广州市天河区正佳广场3F-3G001号商铺 020-89287027

珠海 珠海富华里店 珠海市九洲大道西2023号富华里中心12-114商铺 0756-8610 981

珠海 珠海华发分店 珠海市珠海大道8号华发商都2号楼1层B1023b、B1025号 0756-8335 991

珠海 珠海情侣路店 珠海市吉大情侣中路88号海滨泳场一楼配套服务C号商铺 0756-3322 281

珠海 珠海扬名广场店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南路1066号扬名广场二期地下一层B1031 0756-6271 278

珠海 珠海联安路店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联安路118号联安文体广场一层L101号商铺 0756 2211606

中山 中山利和店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16号利和广场国际金融中心一楼150号店铺
（华润银行后门）

0760-8822 8951

深圳 深圳欢乐颂店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3030号南山欢乐颂购物中心一楼 0755-8664 6306

深圳 深圳前海店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月亮湾交汇处南侧前深港合作区综合办公
楼1层

0755-8696 2516



深圳 深圳海上世界店 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明华轮”船前广场2号楼第 1-
001+002号商铺

0755-2160 1993

深圳 深圳宝能太古城店 深圳南山区工业八路与后海滨路交汇处宝能太古城花园购物中心
北区一层NL112-1K号商铺

0755-3688 9311

深圳 深圳东海万豪店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十一道26号东海万豪广场商业一层03之102A
、102B、103A

0755-2675 7307

深圳 深圳益田店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028号益田假日广场B2层33号 0755-8663 7651

深圳 深圳招商数码店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数码大厦B座103商铺 0755-2669 5105

深圳 深圳登良路店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6号公园道A栋一楼05号 0755-26413121

深圳 深圳前海周大福店 深圳市南山区鲤鱼门西二街51号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1号
楼104

0755-86706312

深圳 深圳华润大厦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万象城3楼KS330号商铺 0755-8269 0669

深圳 深圳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一期中区万象城4层422商
铺 

0755-8266 0630

深圳 深圳京基BLT分店 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京基百纳金融中心负一楼 0755-2296 8831

深圳 深圳大梅沙奥特莱斯店 深圳市盐田区怀渡街2号湖心岛公寓E栋E1单元 0755-2526 4380

深圳 深圳盐田广富店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海山路28号和亨城市广场A101号铺 0755-2237 0803

深圳 深圳龙岗万科广场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路九州万科广场L2层01号铺 0755-8459 6612

深圳 深圳摩尔城店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公路860号摩尔城购物中心一楼S150Z号商铺 0755-2839 3860

深圳 深圳龙岗天安数码店 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A103 0755-8921 3820

深圳 深圳翠景路店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翠景路56号南门嘉邻中心L101商铺 0755- 28340837

深圳 深圳新安湖分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湖商城1011号商铺（一、二两层） 0755-2963 6996

深圳 深圳东海城市广场店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城市广场一层102、103、143号商铺 0755-2361 5135

深圳 深圳东海国际店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国际中心一期100号 0755-8279 0584

深圳 深圳桥香村店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栋裙楼一、二、三层1号房A05+B01商铺 0755-2361 1944

深圳 深圳泰然六路店 深圳福田区泰然六路雪松大厦B座首层 0755-2348 2264

深圳 深圳九方购物中心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1018号中航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北区-1层
B110号商铺

0755-8253 7673

深圳 深圳凤凰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东大堂 0755-8276 6091

深圳 深圳购物公园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福田星河COCO Park 负一楼B1S-052号商铺 0755-8317 7916

深圳 深圳欢乐海岸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东8号欢乐海岸北区购物中心G-033商铺 0755-8652 6715

深圳 深圳华润银行店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一层103号铺 0755-2361 9603

深圳 深圳莲花北路店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北路1120号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诊部 0755-8320 6257

深圳 深圳星河中心店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五路星河中心一楼 L1-05A号商铺 0755-2395 1391

深圳 深圳科园路店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科园路1002号A8音乐大厦105号商铺  0755- 8652 9582

深圳 深圳机场二店 深圳市宝安区深圳机场T3候机楼出发厅5楼5D-01-06商铺 0755-2345 9449

深圳 深圳机场分店 深圳国际机场T3航站楼编号3R-03-01 0755-2345 9380 

深圳 深圳星河盛世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星河盛世商场B1-001星河COCO City 一
楼L1C-015号商铺

0755-6663 4580

深圳 深圳人民北路店 深圳市龙华镇人民北路电信大厦一楼营业厅 0755-2813 7431

深圳 深圳东环二路店 深圳市龙华办事处东环二路8号粤商中心A座L1C-030A 0755-6683 5686

深圳 深圳龙华人民路分店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人民路美丽AAA花园商业群楼 1012号商
铺

0755-2916 5213

深圳 深圳东滨路店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78号一号楼1楼103、104号商铺 0755-8695 5541

深圳 深圳沙井路分店 深圳市沙井街道办事处沙井路168号中熙广场沙井京基百纳广场一
楼111a商铺

0755-2370 5587  

深圳 深圳深南东路店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一层大堂 0755-82345902

深圳 深圳大冲一路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L101号 0755-8254 9201

深圳 深圳龙岗大道店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横岗段）2999麟恒中心广场二
期一层109号商铺

0755-8915992

南宁 南宁万象城第一分店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号南宁华润中心万象城第L6层605号商
铺

0771-3865 013

南宁 南宁万象城第二分店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号南宁华润中心万象城第L2层K237号商
铺

0771-3865 052

南宁 南宁西关店 南宁市兴宁区西关路2号西关广场自编第北一层N102商铺 0771-2875 076

长沙 长沙悦方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216号悦方ID MALL负一层B157、B158
铺

0731-8971 3180

株洲 株洲神农城店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南路599号神农太阳城商业内圈南座一层
A121B

0731-22396605

株洲 株洲万家店 株洲市新华西路559号华润万家购物中心株洲店A029铺 0731-2216 7158

株洲 株洲美的时代广场店 株洲市天元区珠江路1036号美的时代广场首层127,151,152商铺 0731-2879 5899

武汉 武汉万达Ole分店 武汉市武昌区沙湖大道以东公正路以北沙湖大道18号万达百货商
场B1层Ole超市内

027-8733 5686

武汉 武汉珞瑜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喻路世界城广场二楼东北门 027-87528367

武汉 武汉硚口店 武汉市硚口区星汇维港购物中心首层A1002号 027-5900 3547

武汉 武汉福星惠誉店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长江隧道口（武昌车管所对面）福星惠誉
水岸国际F6项目二号楼2-101T、2-102 

027-8801 7112

厦门 厦门环岛东路店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703号建发大厦B-L1-01商铺 0592-2571 739

厦门 厦门乐都汇店 厦门市七星路乐都汇首层1F008 0592-5075 978

厦门 厦门民族路分店 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50号 0592-2120 815



厦门 厦门日圆二里分店 厦门市湖里区日圆二里1号湾悦城L1-306A商铺 0592-2193332

福州 福州竹屿路分店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商业中
心22号楼B138

0591-3825 8313

福州 福州万象城分店 福州市鼓楼区工业路东侧华润万象城一期S1号楼一楼 0591-8766 6105

福州 福州交通路分店 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178号万科广场5号楼1号商铺 0591-8629 7002

佛山 佛山祖庙店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副楼首层 0757-82914089

佛山 佛山汇丰银行店 佛山南海区灯湖东路汇丰银行10号6楼 0757-8106 6650

佛山 佛山岭南天地店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天地商业中心协天里9号XT-T901,XT901-2号铺 0757-82069710

郑州 万象城店 郑州市二七区二七路万象城商城312A 0371-55902536

西安 钟楼店 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号 029-87230096

西安 凯德店 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新地城1层K01号 029-85217081

西安 龙湖店 西安市红庙坡十字西南角龙湖星悦荟阙楼 029-81612251 

西安 金花赛高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西凤城五路南侧3幢1单元1F102 029-89604817

西安 熙地港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170号熙地港购物中心B1层017号商
铺

029-89292723

西安 小寨店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十字东北角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层 029-89327873

西安 体育场店 西安市长安路北段14号省体育场陕西国际展览中心主馆1层 029-88663882

西安 龙湖曲江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大道龙湖星悦荟1F-008 029-89126459

西安 壹洋国际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东侧壹洋国际购物中心一层1F07号商铺 029-89666116 

西安 万寿中路店 西安市地铁一号线万寿路站综合出入口B+C第一层004单元 029-86713797

西安 金花南大街店 西安碑林区南大街39号金花购物中心3层3-7号 029-87401128

西安 国贸店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88号国贸春天百货一期负一层中厅 029-87651065

西安 大唐西市店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118号西市城购物中心第1层3F1205 029-84492417

西安 阳阳国际店 西安市朱雀大街路132号 029-62221949

西安 中心城店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与科技路十字西北角唐延购物中心负一层 029-88695873

西安 西安万象城店 西安市西咸新区三桥新街139号华润万象城B1层B110号商铺 029-89599613

西安 金花西大街店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368号世纪金花唐人街商场1层1-1号 029-87396382

重庆 星光天地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66号一层23号商铺 023-60331091

重庆 星光时代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8号B1层D09号商铺 023-62325902

重庆 星光68店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2号星光68第L2层第23号商铺 023-67026215

重庆 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9号万象城LG层LG101号 023-68688990

成都 大悦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B1层LG-062 028-65582556

成都 奥特莱斯店 成都市双流县双楠大道633号时代奥特莱斯1层C—1005 028-67038206

成都 海滨城店 成都市蛟龙港海滨城购物中心一层A116号铺 028-85828095

成都 中航九方 成都市高新区中航九方购物中心负一层和一层B123和L118 028-85111519

成都 冰雪乐园店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二段416号冰雪乐园商业街9栋 028-62548227

成都 来福士店 成都市武侯区来福士广场B139号商铺 028-65112650

成都 万象城店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附151号 028-61295397

成都 凯丹广场店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负一层0-78-80号 028-65057619

成都 成都奥克斯店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西段路奥克斯广场1楼107商铺号 028-87769656

成都 成都银泰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1999号成都银泰城购物中心1F125号 028-82885679

成都 富力天汇店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2楼2021号商铺 028-87750059

成都 太古里店 成都大慈寺项目F171号商铺 028-65181628

泸州 泸州万象汇店 泸州市江阳区万象汇L121号商铺 0830-3755001

天津 天津南京路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1号负一层B116、B117 022-23469581

天津 天津火车站店 天津市河北区新纬路1号天津站内二层高架候车室东侧 暂无

天津 天津和平区店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天津恒隆广场商场[B1F-B059]
号铺位

022-59905899

北京 北京金城坊街店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2号金融街购物中心B142商铺 010-66220271

北京 北京远大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B1层B1-004、005、006 010-88879590

北京 北京武定侯街店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一层 010-66290078

北京 北京五棵松店 海淀区复兴路69号卓展购物中心F2层2D-002 010-88199281

北京 北京东方广场二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北京东方广场东方新天地商场地铁层
EE15号店铺

010-85153070

北京 北京毕马威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北京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3层 010-85087195

北京 北京北京站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便门西侧毛家湾胡同甲13号一层 010-65268820

北京 北京站东街店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L102A商铺 010-65204070

北京 北京双井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富力中心一层大堂 010–59220603



北京 北京开阳路店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高架层1号贵宾室北侧02号区域位置 010-83108996

北京 北京嘉园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16号凯德mall大峡谷1号楼1层K07 010-67565870

北京 北京百子湾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82号金长安大厦A座1层101号铺 010-87766851

北京 北京建国门二店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2座一层102铺 010-65180278

北京 北京朝阳门店 北京市东城区南竹竿胡同朝阳门SOHO二期B101商铺 010-65174829

北京 北京中宇大厦店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甲六号首层010B 010-59752650

北京 北京银座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8号银座MALL L2-34A 010-64094338

北京 北京建国门店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一层大堂 010-85192998

北京 北京朝阳公园路店 北京市朝野區朝阳公园路6号院蓝色港湾国际商区SM1-K09号商铺 010-59056370

北京 北京顺义店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566号一层116单元 010-69450425

北京 北京三元东桥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北京南银大厦负一层B106+B107号铺 010-64109096

北京 北京三元桥店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置地广场A座大堂 010-57623601

北京 北京花家地店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14号北京国际画材中心一层A4 010-64724026

北京 北京酒仙桥店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第25号楼B12C座104室 010-64320825

北京 北京曙光西里店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新天地L125B商铺 010-56383161

北京 北京龙德广场店 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号龙德广场首层F110A+F103号商铺 010-84810626

北京 北京清河中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8号五彩城购物中心4层401 010-82815212

北京 北京清河中路二店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华润置地•五彩城项目一层L170b号商铺 010-62740233

北京 北京昌平南环店 北京市昌平区南环路10号院1号楼金隅万科广场地上2层L2026号商
铺

010-60764712

北京 天辰东路店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11号1层08大道1-7单元 010-64529448

北京 北京花园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9号北医三院外二楼一层 010-82267850

北京 北京学清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8号圣熙八号购物中心一层 010-82750552

北京 北京北清路店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门诊
楼门诊大厅

13683536007 

北京 北京国贸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区域3地下一层3B119号铺 010-85351160

北京 北京国贸店（公共区域
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区域三地下一层彩虹通道
处部分公共区域

010-85351035

北京 北京建国路店 北京北京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C座一层L119商铺 010-85712550

北京 北京崇文花市店 北京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1幢北京国瑞购物中心F1层F1-37号
商铺

010-67113153

北京 北京前门大街店（办公
室）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64号一楼 010-65115341

北京 北京永安里店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1、2层西侧 010-65663035

北京 北京万丰店 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68号院和谐广场一层127号 010-63255198

北京 北京东大桥一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37号复星国际中心1层105单元 010-85715885

北京 北京广安路店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方诚中心6号楼底商一层104号 暂无

北京 北京宣武门店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8号本馆三层C-354 010-63108028

北京 北京朝阳北路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楼【2】层（02）【201】内【2F-71
】北京 北京花乡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76号花乡奥莱村项目 14 号楼 14101 号

商铺
010-83719098

沈阳 沈阳万象城店 沈阳市和平区沈阳华润中心万象城251号商铺 024-83987898

沈阳 沈阳市府恒隆店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市府恒隆广场商场地下一层B115-2铺位 024-31958415

沈阳 沈阳市府恒隆二店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市府恒隆广场商场三层350铺位 024-31958419

沈阳 沈阳中街大悦城店 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6号-沈阳大悦城A座121b号 024-24355431

沈阳 沈阳铁西店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158号华润铁西万象汇B140 024-85908611

沈阳 沈阳铁西二店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158号华润铁西万象汇L505 024-66008150

大连 大连罗斯福店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139号-天兴罗斯福购物广场三层 0411-83898761

大连 大连希望大厦店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36号-希望大厦首层-太平洋咖啡 0411-88008430

大连 大连新世界名店坊店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43号新世界名店坊110-111商铺 0411-88078305

大连 大连天地店 大连市高新区宏川东路智荟天地120商铺 0411-39990670

淄博 淄博万象汇店 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66号万象汇L1-168号商铺 0533-6070667

青岛 青岛李沧宝龙店 青岛市九水路227号的李沧宝龙城市广场第一层的1081商铺 0532-58807196

青岛 青岛新业广场店 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100号二层TD-5号商铺 0532-55717880

青岛 青岛艾美店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2号万达艾美酒店一层 0532-55717831

青岛 青岛金鼎广场店 青岛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广场项目第一层的1F-07号铺位太平洋
咖啡店

0532-58668625

青岛 青岛乐客城店 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1号B1-C-20 0532-58701231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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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136号商铺太平洋咖
啡

0532-55768571

青岛 青岛万象城2店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万象城L143铺 0532-55667958

烟台 烟台店 烟台市芝罘区西大街39号振华精品商厦二层A25 0535-6263133

南昌 南昌恒茂梦时代店 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428号恒茂梦时代广场百盛百货一楼 0791-88317947

南昌 南昌中山路百盛店 南昌市中山路177号百盛百货一楼 0791-86750061



南昌 南昌财富广场店 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357号财富广场2楼 0791-88294245

赣州 赣州九方店 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1号九方购物中心1楼 0797-8199600

赣州 赣州万象城店 赣州市章江新区华润中心万象城171号商铺 0797-5166679

洛阳 洛阳泉舜店 洛阳市牡丹大道与兴洛西街口泉舜购物广场一层南门口 0379-65199526

洛阳 洛阳中州路王府井店 洛阳市中州中路与纱厂路交叉口王府井百货二楼 0379-65925518

洛阳 洛阳建业凯旋广场店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45号建业凯旋广场一层1033号 0379-65296688

洛阳 洛阳南昌路王府井店 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与丽春路交叉口王府百货2楼-040 0379-61129101

洛阳 洛阳万达店 洛阳市涧西区辽宁路168号万达广场一层中厅A130 0379-65580666

兰州 兰州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220号万达广场金雁巷25-1号 0931-4617913

昆明 昆明山茶坊店 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86号 0871-63388381

海口 海口宜欣商业广场店 海口市明珠路8号宜欣城首层A-26号 0898-68502580

惠州 惠州永旺店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东湖西路东湖花园R101A 0752-2151216

石家庄 石家庄勒泰中心店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路勒泰中心B座写字楼1层 0311-67660603

石家庄 石家庄万达店 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136号万达广场11185商铺 0311-8307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