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市 经销商名称 店铺地址 联系电话

辽宁省 鞍山市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大鑫之泰文化体育馆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千山路185-1号 13842265671

辽宁省 辽阳市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欣奥欣运体育用品商行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新兴街68-5号 15041999901

辽宁省 抚顺市 辽宁省抚顺市盛雅商贸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2号滔搏运动城一楼器材 13050183099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绿茵康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水泥路18号康师傅院内4号厂房大连绿茵仓库 1394089151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树真体育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11号数字信息产业园E座402室 0571-87986551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中河羽动体育用品店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649号 15957496890

浙江省 慈溪市 浙江省慈溪市咕噜羽毛球店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三北大街503弄10号（原新城中心6号楼10号） 13600610086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胜客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工业园C区开元路255号 13605884864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颐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三马路34号（中联大厦YONEX专卖） 13804988861

山东省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大虞零点文体商店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福寿街与东方路交汇处西南角铭海花园商铺零点体育 1805361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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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畅游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宝龙社区北门109网店 13370890809

山东省 烟台市 山东省烟台市皇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福来里1号付2号皇冠体育 13220946383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太原市俊才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桥东街4号梦想空间小区 15503462580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太原市智勇体育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桃园北路桃北大厦地下室 18635191011

山西省 阳泉市 山西省阳泉市鑫羽体育用品商店 山西省阳泉市体育馆院内 13353532369

山西省 运城市 山西省运城市妙羽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潞村街粮食储备库对面 13720993799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北路14号省体育场体教公寓D座负二层 18909276020

江西省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天虹体育健身用品店）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南路265号沃尔玛广场一楼中厅运动源体育用品店 13707925445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虎啸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326号-2 YONEX体育用品店 13641812327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万合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23号 13902067209

山东省 菏泽市 山东省菏泽市花都商埠汇丰体育用品经营部 山东省菏泽市花开发区八一路与人民路交汇处东150米路北2316号  汇丰体育 13805300903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太原市龙发羽华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93号光明商铺一层1号羽华运动家 13703517414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葱林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工业区漕廊公路2888号苗江体育 18916548369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博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双桥路302号博宽羽毛球馆 17721136359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84号东山生活小区仓库 13872563228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韶光体育工程有限公司器材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20号 13875938779

湖南省 吉首市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路人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湘泉步行街D栋二楼4-5号 0743-8234133

湖南省 永州市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豆豆文体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永路212号 13787602512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拓者体育用品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洪公塘路35号 1807311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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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90号 13787269766

湖南省 岳阳市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力源体育运动健身中心 湖南省岳阳市金鄂西路体育馆一号力源商务中心 13507308999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天之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170号（市四水厂门面) 13907489946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省株洲陈文体育用品商行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七一路西段185号门面 （七一路派出所对面） 18973388998

河南省 新乡市 河南省新乡市鹏威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解放大道355号鹏威体育 15617180177

河南省 南阳市 河南世达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路与工农路交叉口世达体育 18736638337

湖北省 随州市 湖北省随州新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烈山大道269-33号  新动力体育 13093275191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松花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副5号 13903681486

黑龙江省 伊春市 黑龙江省伊春市长运体育用品商店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通河路49号 13284586787

黑龙江省 绥化市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公益体育器材用品行 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直北路体育场一楼 131045513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库尔勒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黑马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石化大道圣果名苑大门左侧门面黑马体育尤尼克斯专卖店 13899089930



浙江省 温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汇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17-18号 13806884000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众体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70号 13077995555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斯威特体育用品商店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汝河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南斯威特网羽 13503812285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源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小商品城B1071-1073 13707159307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宜昌市球友体育用品商城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6-82号球友体育 13972605595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高瞻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皮子街160号E栋3单元1层1号高瞻体育（银河小区门口商铺） 18627709615

河南省 信阳市 河南省信阳市羽狂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信阳师范学院正门对面红星美食街内200米 羽狂体育 18537696665

浙江省 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大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四季路和宝港路交叉口宝港路501号陆港云仓2号楼4楼 15925988996/0579-85387180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茜蒲路368号8幢4楼 021-37013408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棒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75号汇阳广场106铺棒棒体育 13901725801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羽束商贸有限公司（蓝天网羽） 上海嘉定区金园一路788号401 15800623878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琪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广业街长青创意园2-201 0571-88782507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鲨鱼文体用品店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6号（先锋家园A座25-3号） 18640014231

吉林省 四平市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伍洲体育用品商店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海银明月小区西门商网 13514347114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隆达体育用品商店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长春大街1056号 15904439935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长春市明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 天天体育商城YONEX 13578700960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羽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月塘公寓8栋3单元605 17775854755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古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体育馆道民族路小学万达校区南1号底店 18004722599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飞翱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马场北路城市维也纳底商13-108号 13948417058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浩特市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幸安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光明小区4号楼五号门市 13948972088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唐山君廷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路与煤医道交叉口东行200米 多功能体育馆一层 YONEX专卖店 18603156667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涿州市同达正源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涿州市朝阳路物探局六号院206楼A5-10号 13601381395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唐山岳洁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长虹道与卫国路交口东行，岳洁体育尤尼克斯专卖店（馨秀园底商） 15633393408

河北省 衡水市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行风体育用品店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中心街羽人民路交叉口西南角机械局楼下 13831809606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青青羽沣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光明大道西侧乙-7号 13920992189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锐特体育商城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19-2号 1393117797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天地利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东二环与北二环交口京联气体后院 13703114584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羽崇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商业街服装区中64号 18633862289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运动美体育用品店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33号全季酒店一层南侧 13520435993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炫羽箭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小辛庄金利全办公楼A区402 18511599108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赛点羽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怡乐西街京洲科技园南侧羽毛球馆 13910392661/010-61581138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新羽乐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8号九龙商务中心C座1001 13811682980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康仕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冠英园西区28号楼 18618154395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京倩荣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五街商业街27号 18613832086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亿友阳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中路29号动享华羽体育中心 18610110934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8网羽有约体育 13811105775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坦尼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密市市区镇府街梓潼路路口（坦尼斯总仓库） 13780808169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星光影视园新媒体大厦19栋8层807室 13501103224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金狮奥龙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四区14号楼1105号 13801302287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顶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东路33号东方文化商品市场三层17号 1350311077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奥林匹克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体育南大街6号奥林匹克运动广场 13582026059



河北省 邢台市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健冠体育用品商店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公园东街乒羽训练中心 13021453333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振业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大街与槐安路交叉口东行300米路北振兴羽网乒乓专营 18713116771

山东省 东营市 山东省东营市鼎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影视街26-1号鼎立体育商城 1308261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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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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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奥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健康路68号 奥林体育 13773650088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鼎威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百步坡6号101室 13951809921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常州枫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府南路10号 蚂蚁力量羽毛球店 18014326678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高凡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健身路17号奥健体育 13861153112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畅舜苑23号102室 13382881139

江苏省 泰兴市 江苏省泰兴市奥健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万桥路北湾41号-2 15301438228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61号 13861771110

江苏省 淮安市 江苏省淮安市宇峰商贸中心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小康城纬一路 67号 13505239823

江苏省 昆山市 江苏省昆山市优体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珠江北路159号 13806266217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爱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解放南路618号 13951512882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鑫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108号新体育馆苏果超市南奥康体育 18961978153

江苏省 张家港市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海凯达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人民中路体育馆体育中心金凯达体育 18115499319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明星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与南三环交叉口向南500M路东盈合万货城 13703852811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郑州执人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伊河路交叉口向西五百米嵩山饭店西边30米路南 13838277671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体育场19号纵横体育 13297082850

湖北省 孝感市 湖北省孝感市云集永辉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光荣路特1号云集体育 13307297588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羽森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武汉体育中心羽毛球训练馆YONEX专卖店 15802761700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辉之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4号辉煌体育 13837117983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6号海口体育馆一楼 13907551811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蓝宝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二路68号极速体育 135549049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广西柳州市双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高新一路2号金兰苑1栋9-10号艳丽体育 0772-2209010  18907721861

广东省 阳江市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奥冠体育用品店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体育路26号 18666257855

广东省 东莞市 广东东莞市常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社区新街路15栋21号常达体育 17307695616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酷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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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佛山市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天宏文体用品店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体育一街2号（天宏体育） 13827721813

广东省 东莞市 广东省东莞市零动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南路东阳花苑C座2号商铺 18938284562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海金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66号首层 13535364343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宇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13路68号 15914351424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翎羽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南岸路44号华南文体AB馆四楼D01 13711184274

广东省 汕头市 广东省汕头市锐箭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华山路丹霞庄北区16栋103 13760604334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潮羽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31号东区华丽宫A11档 15918758746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夺标国球商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31号海印体育精品廊H03、04铺 13002088833

广东省 佛山市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发烧友体育用品店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同福路3号 18928554813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奥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时代广场后栋天河汇运动商城东区02 13729886588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南宁市索德士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主路21-2号 13807884880

贵州省 毕节市 贵州省毕节市融聚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文博路招商花园城市酒店式公寓商铺1-1-43 15177776136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蓉城羽事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棕南正街1号附10号 15828522046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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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 蒙自市 云南省蒙自市众康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蒙自市朝阳路盛世英行一楼 众康运动 13648899428

云南省 曲靖市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康诚体育用品经营部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康诚体育大转弯华敏商场12号 18687444388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玉溪市赛点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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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健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体育村33号 13658365881

四川省 广元市 四川省广元市冰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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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 延吉市 吉林省延吉市尤尼克斯运动用品商店 吉林省延吉市北大区太平街2456号市府花园一楼尤尼克斯运动用品商店 18643333751

吉林省 四平市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东健文化用品商行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九州世家1期4号楼101 1363434111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和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景阳街56号 13019003675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宝博商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408号，哈药艺术古玩城535室 13604805959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市大永百年竞技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13359618133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瑞腾体育用品商店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景福街西一条路与西二条路之间215号 18845385555

安徽省 蚌埠市 安徽省蚌埠市经济开发区羽翔文体用品商店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延安路565号（羽翔体育） 18055229919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五环绿茵工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167号 13956988398

山东省 临沂市 山东省临沂市琅琊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大山路与宏大路交汇中国体育用品城1栋9号 13905391385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圣金点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258号 13820911888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元国顺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路45号（丹水宾馆）B1层 13911356756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翼动体育用品店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创业大厦后翼动体育 13847701160

山东省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市大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文化路8号 15092846888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内蒙古赤峰市动向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长途客运站北蓝山庭院南门 18804760066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银川市远博道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51号 18909514473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银川市世达之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42号世达体育 13995200692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天意体育 陕西省西安市体育场运动商城B-10号 天意体育 13809156971

陕西省 榆林市 陕西省榆林市羽达雁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富康中路流水逸居1楼门市雁兴体育 13571286298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威登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孝闻街34号 1395833122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宇臣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210号（杭州体育馆内） 13355813033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羽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227号 13957855622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宝荣科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共建路9号西安阳光培训安置基地宝荣体育 15002910902

陕西省 铜川市 陕西省铜川市鑫铭羽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银座商城A座铭羽体育 18509190507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康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省体育场运动商城一层B5 13571957557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羽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防洪渠十字西南角210小区大门东侧冠军体育精品 130207027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银川市国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丰庆西路功达建业饭店6号库 18895009231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兴庆区九天网羽用品专营店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48号 九天网羽 13909575969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安徽省马鞍山市昌龙百货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湖西北路5-8号 昌龙体育 18905557772

安徽省 淮北市 安徽省淮北市天之骄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相山北路55-20号 18905619588

福建省 厦门市 福建省厦门市金鑫龙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408-6号体育中心综合楼奇越体育 13600906346

广东省 东莞市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新升运动用品店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和阳路28号 13827233777

广东省 清远市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一品阁文具店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镇和平中路103（武装部侧） 18718223730

福建省 厦门市 福建省厦门市竞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石狮市福辉北路宝盖鞋城C区天晖电商物流中心竞业仓 13959241688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立之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北路310号省体育中心东大门 13809552271

辽宁省 朝阳市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翼龙体育用品商店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大街三段27号（朝阳滔搏运动 0421-389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