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店铺

序号 省 城市 店铺名称 店铺地址 店铺联系人电话

1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嘉定清河路店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159号-2 13501711906

2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人民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229号107-109号 13501711906

3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DC体育-YONEX专卖店（七宝店） 上海市闵行区农南路182号 021-39889876

4 浙江省 义乌市 义乌市大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大成体育 义乌市国际商贸城3区56号门4楼5街28710商位 13868972008

5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专卖店 江苏省南京市百步坡6号101室 13951809921

6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强威体育专厅新华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新华路国美电器旁 强威体育 13951809921

7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冠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北路20号 18652111277

8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沸点体育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61号 0510-82851400

9 安徽省 宿州市 宿州市浩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浩信体育 宿州市埇桥区纺织东路1326号浩信体育 0557-3318998

10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瑞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苏州公园路店 苏州市沧浪区公园路70号 0512-65223559

11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瑞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体中心网球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中心大道999号-奥体中心B1-29号 0512-65223559

12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众体实业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新奥体文体经营部 东湖区福州路70号 0791-86295336

13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海曙威登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威登孝闻街店 宁波市海曙区孝闻街34号 0574-87250768

14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五环绿茵工贸有限公司-Yonex专卖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93号 13053092896

15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五环绿茵工贸有限公司-五环绿茵体育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167号 13956988398

16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网羽总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173号 13966686009

17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安徽省体育馆店) 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196号 13966686009

18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合肥市体育馆店) 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40号 13966686009

19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合肥市奥体中心店) 合肥市匀支路与潜山路路口 13966686009

20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艺博雅文化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皖江体育 安庆市菱湖南路124号 13955650868

21 安徽省 安庆市 安庆市艺博雅文化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九牧体育馆 13955650868

22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枫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诚成网羽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83号 18655196222

23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鑫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奥康体育 解放南路104号 0515-83093500

24 安徽省 芜湖市 安徽省芜湖市肆加贰体育用品店-安徽省芜湖市肆加贰体育用品店 民生路新宇花苑1号门面房 18955392009

25 安徽省 芜湖市 安徽省芜湖市肆加贰体育用品店-安徽省芜湖市肆加贰体育用品店 齐落山路19号傻子瓜子门面 肆加贰体育 18955392009

26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长宁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6号 15800623878

27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首南奔涛宁波小球中心网球场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360号(宁波小球训练中心网球场) 13967811651



28 江苏省 张家港市 张家港东海凯达贸易有限公司-金凯达体育 张家港人民中路体育中心金凯达体育 15895688775

29 浙江省 乐清市 乐清市悦网网球俱乐部 浙江省乐清市新体育中心网球场 13868745521

30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吉睿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五台山YONEX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永庆巷路2号（张飞体育） 13814072168

31 上海市 上海 上海领钧（YONEX宋园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宋园路65号1102A 15216775585

32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绿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东路303号陕西网球中心 13909209297

33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省体二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八号附15号 028-85576222

34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YONEX专卖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六号附15号 028-86639189

3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YONEX专卖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18号附6号 028-85535873

36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劲浪金开YONEX专柜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西段16号劲浪金开运动城6楼 13388187365

37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力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来方舟蘑菇城综合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水东路中天未来方舟开心蘑菇城A馆L2-07贵州力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8984000213

38 贵州省 贵阳市 大茂体育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名品店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104号 0851-86854338

39 贵州省 贵阳市 大茂体育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专卖店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六广门市民健身中心 0851-85826079

40 贵州省 贵阳市 大茂体育集团发展有限公司-遵义店 贵阳市遵义市石龙路遵义宾馆对面 0851-85826079

41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康友体育店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体育村40号 023-63876231

4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瑞邦运动-体委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99号一楼东厅 13808716942

43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瑞邦运动-市体店 云南省昆明市体育馆 13808716942

44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玉溪市赛点体育用品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紫艺路6号紫艺苑小区1幢1层P1-07室 13577712330

45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登峰-红塔店 昆明市旅游度假区红塔西路15号 13708405080

46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登峰-天浩店 昆明市人民中路11号天浩运动城三楼 13708405080

47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登峰-金格汇都店 昆明市白塔路131号汇都国际金格中心4楼 13708405080

48 云南省 曲靖市 曲靖康诚-华敏商场店 曲靖市麒麟区大转弯华敏商场12号 18687444388

49 贵州省 都匀市 贵州都匀诚宇体育 贵州省都匀市广惠办事处剑江中路西苑迦南地21号 13985756177

50 四川省 德阳市 四川嘉钰德盛商贸有限公司-一帆体育店 四川省德阳市绵远街148-150号一帆体育YONEX专卖店 13689613083

51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德洛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YONEX专柜 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169号 13258285277

52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德洛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YONEX康凯专柜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同心路6号 13258285277

53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德洛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YONEX川投专柜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港路66号 13258285277

54 云南省 文山市 文山市汇民体育店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新平街道振兴路盘龙谷小区A-2 18087617177

55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云洋体育用品经营部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112号附23号 13908807967

56 四川省 广元市 广元灰熊网羽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广元澳源体育中心7号门面灰熊网羽 13198877776



57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强力体育专卖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景苑路1号强力体育 18883878798

58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威特锐医科大学店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西路昆明医科大学体育部东苑风雨场 13708459623

59 云南省 大理市 大理市进祥体育店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泰安路37号州体育馆8号 15912191481

60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凯帝立光体育店 重庆市南岸区烟雨路1号江南体育中心凯帝立光体育 13708329511

61 贵州省 贵阳市 贵阳云岩康大体育用品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友谊路16号2层3号 18198155555

62 四川省 达州市 达州恒康荷叶街店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303号（舒华体育） 13808248917

63 四川省 成都市 温江中意用品店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东段33号 13568891995

64 四川省 资阳市 飞跃体育店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大千大道15号资阳市体育馆 13880013275

65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懋商场 北京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5楼 13701268250

66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汉光百货(原中友百货)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76号负一层 13701268250

67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康仕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利生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01号3层 010-66515090

68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动力在线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动力在线网羽乒专卖店 北京市海淀区体院西路甲2号西平房动力在线体育 010-62354658

69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坦尼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海淀体育中心店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2号海淀体育中心时尚网球中心 13911528337

70 河北省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奥亚商贸有限公司-奥亚体育 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沙滩路18-1号 13703351058

71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奥之龙体育用品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158号 13001394888

72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阳光球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8号 13001394888

73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维育星-天维育星体育 北京顺义区仁和地区光明南街建新北区9号楼1层育星体育 13911927318

74内蒙古自治区古通辽市 通辽市天芳体育 科尔沁区民主路北833号 18604855088

75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天地利商贸有限公司（耀辉体育） 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216号开元孵化大厦底商 13703114584

76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冠华天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冠华体育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20286号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区 0531-82054398

77 山东省 莱芜市 莱芜市炫动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炫动体育 莱芜市万福北路220号炫动体育 15965606969

78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沃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沃科体育网羽专卖店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7-10号 010-68326346

79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网羽有约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4号杏坛路网羽有约体育 13811105775

80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鑫光球馆店 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外环西路临6号 13811105775

81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包头市冠杰商贸有限公司-兄弟体育 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与青山路交汇处兄弟体育 18686183658

82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飞亚世纪体育用品店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街道体院西路甲2号民营创业园110号 13021290265

83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运动金点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258号 13820911888

84 山东省 济南 锐驰体育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20286号 山东省体育中心游泳馆东门 锐驰体育 18605318271

85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裕林体育 包头市青山区体育馆道四十八中底店 0472-5166599



86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奥体中心店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奥林匹克中心网羽气膜馆内 18004722599

87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顶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顶尖体育东风路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风路9-1号YONEX店 13503110771

88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俊才商贸有限公司-山西国体商城YONEX专卖店 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国体商城一层八号 15503462580

89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俊才商贸有限公司-解放南路店 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61号西家属院7号楼南侧 15503462580

90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奥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健体育天河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天河汇东区02号 13729886588

91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海金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66号首层4-5 020-87662133

92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海金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海珠分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仲恺路628号 020-87662133

93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万博店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万博中心商业街87号天河城百货 15820272849

94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国金友谊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3楼 15820272849

95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环市友谊店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号世贸大厦4楼 15820272849

96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广百旧翼六楼YY专柜 15820272849

97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张培汉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0中怡时尚购物中心五楼YY专柜 15820272849

98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天河城总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天河城五楼运动营YY专柜 15820272849

99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大生体育总店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深圳体育场9区3-5大生体育 0755-83260321

100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大生体育龙岗店 深圳市龙岗区赛场路龙岗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0755-23823401

101 广东省 广州市 夺标体育-二沙大通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大通路28号大通体育总汇一楼4号铺 020-87353208

102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岁宝景田店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路30号 0755-83278328

103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岁宝红岭店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南路30号 0755-82192366

104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岁宝聚福店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聚福路168号金色年华家园裙楼 0755-82192366

105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岁宝龙岗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新亚洲花园A号 0755-82192366

106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城市广场店 深圳市深南中路新城市广场地下一层 0755-82192366

107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康美斯器材有限公司-东湖店 深圳市罗湖区太宁路38号百仕达花园第四期东郡商业楼一楼 0755-82192366

108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州市超越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超越体育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八一路117号建工大厦临街一层 13877226515

109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广西南宁欧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衡阳西路店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西路23-8号 18907711216

1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广西南宁欧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星光大道店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3-3号 18907711216

11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广西南宁欧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欧亚梦之岛店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49号梦之岛百货（新梦）四楼 18907711216

11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宁市欧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欧亚（东葛路YONEX专卖店）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20-1号 18907711216

113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日月广场店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日月广场L-126 0898-32889226

114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体育馆店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6号海口体育馆1楼 0898-68581577



115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沙店 海口市市辖区东沙路华兴宾馆一楼 0898-66769377

116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望海国际广场店 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望海国际广场4楼 0898-66594211

117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市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五指山店 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路省文体局宿舍一楼 0898-65227765

118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梦之岛百货水晶城店 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61号梦之岛百货四楼 15296500346

119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亚太体育商场店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2号（市体育局大院内） 15296500346

120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百货大楼店 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南宁百货大楼北楼6层 15296500346

12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亚太体育总店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0-7号奥体宾馆旁 15296500346

122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力跑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滔博运动城南山店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滔博运动城YONEX专柜 0755-86287857

123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好家庭体育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好家庭福田运动城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附一楼 13715381120

124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冰勇士贸易有限公司-冰勇士体育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信义假日名城景和园10栋S115-116商铺 18688970985

125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仟维经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2-23店面 0592-5322757

126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酷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大学城店 广州番禺区小谷围街贝岗村中二横路1号高高新天地1层第1A077铺 13928897891

127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酷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亚运城店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康体路43号113铺 13928897891

128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原泰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育德店 江门市蓬江区育德街33号 0750-3715828

129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原泰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益华百货店 江门市迎宾大道118号益华购物广场二楼运动营 0750-3715828

130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路友体育 深圳市南山区杜鹃山东街2号(华侨城体育文化中心商品部) 0755-82902049

131 广东省 江门市 江门市蓬江区棱速贸易有限公司-棱速体育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27号一汇广场一楼1025铺棱速体育 0750-3916113

132 广东省 广州市 宏城网球俱乐部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晴澜路70号（宏城网球俱乐部） 15920439114

133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常达体育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社区新街路15栋21号 13431226994

134 广东省 肇庆市 广东诺加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翠星路24号一楼商铺-舒华体育 15766256715

135 福建省 福州 点维海峡奥体中心球馆店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南路海峡奥体中心网球馆 13075817815

136 广东省 清远市 清远市清城区盛天体育会所-盛天羽毛球馆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连江西路(清城中学旁) 0763-3348555

137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新华路店 江汉区新华路17号纵横体育 13297082850

138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珞喻路店 洪山区珞喻路440号-2 13297082850

139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总店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96号 18971087718

140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二店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6号滔博运动城一楼 18971087718

141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新华路店 武汉市江汉区汉口新华路体育场18-2号 027-85795099

14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销品茂店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销品茂3楼 027-52344063

143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咸宁店 咸宁市咸安区咸宁大道50-1号 0715-8148332



144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100Yonex专厅 金水区健康路116号 18530909299

145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新五一文体公司-新五一文（环北店） 衡阳市环城北路3-11号 0734-2895197

146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新五一文体公司-新五一文（蒸阳南路店） 衡阳市蒸阳南路88号 0734-2895196

147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新五一文体公司-新五一文（新城国际店） 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祝融路16号 0734-8196948

148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岳阳楼区力源体育运动健身中心 岳阳市岳阳楼区青少年训练中心 13507308999

149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岳阳楼区力源体育运动健身中心-岳阳市力源尤尼克斯专卖店 金鹗西路1号 0730-8846066

150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株洲市英华文贸有限责任公司-株洲百货店 株洲市建设中路1号 0731-28476883

151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株洲市英华文贸有限责任公司-天元购物广场店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1号 0731-28476883

152 湖南省 株洲市 株洲市英华文贸有限责任公司-大拇指店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路与庐山路交汇处芦淞大桥西桥头 13574281868

153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体委店 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90号 0731-84559002

154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贺龙体育场店 长沙市贺龙体育场西门体育用品廊3号 0731-88913002

155 湖北省 鄂州市 湖北省鄂州市捷斯达运动城 湖北省鄂州市古城北路吴都花园22号杰斯达运动 0711-3892001

156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永佳体育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小商品城B1071-1073 13707159307

157 湖北省 武汉市 YONEX-韩爱萍羽毛球馆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三路闸口 13886173099

158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英开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大学南路与南三环交叉口向南800米路西英开体育公园 18695906005

159 湖北省 武汉市 潞之友体育发展（武汉）有限公司-华侨城运动中心店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银杏原路1号华侨城运动生活中心商品区 18602709889

160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雁峰区肯尼士体育用品店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先锋路83号 15019285520

161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兄弟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天华路山水人家C11门面 15387520429

162 湖北省 武汉 远泰时代 武汉市武昌区珞瑜路461号武汉体院东门32号1楼 13971509623

163 湖南省 长沙 湖南韶光体育工程有限公司器材分公司体委一店 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20号 13875938779

16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力龙文化体育用品经贸有限公司-力龙体育 哈尔滨市南岗区十字街119号 0451-82711910

165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萨尔图店 萨尔图区中柒大路77号 0459-5885555

166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龙南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江苏路8号 0459-5166888

167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新村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经六街H-8-16 0459-4682666

168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东湖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上城B8-1商服10 0459-5763999

169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湖滨店 大庆市开发区湖滨花园17号楼2号商服（红星美凯龙右侧） 13766788006

17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颐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颐宁体育五环店 和平区民主路126号（五环运动城） 13804988861

171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颐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颐宁体育南京街店 和平区南三马路34号 13804988861

172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干线店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民主路225号（新干线店） 024-23525088



173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元素店 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45号运动元素 024-23525088

174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65号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024-23525088

175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汇店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90号金利来商厦运动汇 024-23525088

176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尤尼克斯专卖店 沈阳市太原北街86号中兴大厦5楼 024-23525088

177 辽宁省 丹东市 丹东市振兴区华盛体育器材商场-丹东市振兴区华盛体育器材商场 振兴区华盛体育器材商场 13604950900

178 吉林省 辽源市 辽源市龙山区天翼体育文化用品商店-天翼体育 龙山区龙山东街521号 13604378798

17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华府店 南京南街1009-A6南4门（奥林体育） 18202424999

18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北陵店 皇姑区陵东街12号（奥林体育） 18202424999

181 辽宁省 盘锦市 盘锦新动力商贸有限公司-盘锦新动力体育 兴隆台区科研小区商网20号 18604270900

182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川崎文体用品商店-欧亚卖场 朝阳区开运街5178号 17790081968

183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川崎文体用品商店-红双喜体育大经店 南关区大经路168号 17790081968

184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川崎文体用品商店-红双喜体育南岭店 长春市南关区自由大路2829号南岭体育场东区13号门 17790081968

185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百年体育师范学院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13359618133

186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百年体育唐人中心体验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唐人中心12号写字楼606室 13359618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