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铺名称 省 市 店铺地址
北京金狮奥龙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燕莎奥特莱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9号燕莎奥特莱斯B座2层
北京金狮奥龙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新燕莎奥特莱斯
北京赛点羽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林河羽毛球馆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林河村羽毛球馆
北京赛点羽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州球馆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通州区怡乐西街京洲科技园南侧羽毛球馆
北京新羽乐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新羽乐邦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九龙商务中心C座1001室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网羽有约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8网羽有约体育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鑫光球馆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外环西路临6号
北京元国顺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元国顺(友谊宾馆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福建省福州羽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87号格林兰锦3号店
泉州未来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未来体育体育馆店 福建省 泉州市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北路820号雅典爵座B2-9号
兄弟体育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1681号太平洋体育城18-1329号兄弟体育
东莞新升运动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莞城区和阳路28号
佛山市禅城区天宏文体用品店-天宏体育高明店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昌路5-7号
佛山市禅城区天宏文体用品店-天宏体育南海店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92-14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发烧友体育用品店-发烧友体育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同福路3号108铺发烧友体育
佛山市生命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生命源体育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体育路7号生命源
深圳极速体育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二路68号极速体育
深圳蓝宝体育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2-27号
深圳蓝宝体育-皇冠羽毛球馆店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皇冠科技园4栋
深圳市兴威信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兴威信贸易 广东省 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深圳市体育中心3-39号威信体育
玉林市胜赛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胜赛文体总店 广西省 玉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一环东路148号
祥文体育 贵州省 凯里市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风情园祥文体育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昌江石碌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东风路36号9栋103铺面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儋州那大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文化中路66号一楼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东方八所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1号体育馆首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岛球馆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191号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沙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东沙路华兴宾馆一楼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琼海爱华馆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小区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三亚嘉健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三亚市光明路66号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体育馆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6号海口体育馆1楼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望海国际广场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望海国际广场4楼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中军球馆店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中军球馆
河北省唐山市岳洁体育尤尼克斯专卖店 河北省 唐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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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之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4号辉煌体育
洛阳煜铭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解放路121号惠友体育
大庆百年体育-师范学院店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大庆百年体育-唐人中心体验店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唐人中心12号写字楼606室
湖北省潜江市飞燕商行-飞燕体育潜江店 湖北省 潜江市 潜江市育才路5号飞燕体育YONEX专卖店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百世威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20号百世威运动城一楼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青山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92附8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新华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5号滔搏运动城二楼楚天专柜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总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24号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武钢体育馆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仁和路111号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星河运动营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510号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二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6号滔博运动城一楼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总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96号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咸宁店 湖北省 武汉市 咸宁市咸安区咸宁大道50-1号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销品茂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销品茂3楼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新华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江汉区汉口新华路体育场18-2号
武汉永佳体育-汉口北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小商品城B1071-1073
武汉永佳体育-南湖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建安街196号YONEX专卖店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珞喻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0号-2纵横体育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新华路店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7号纵横体育
襄阳市新力天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 襄阳市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46号南水宾馆旁新力天体育
湖北运动空间商贸有限公司-运动空间体育商城 湖北省 襄阳市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征路18号人民广场奔泰阳光城
湖北运动空间商贸有限公司-运动空间襄城店 湖北省 襄阳市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小井巷23-1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金缔华城店）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号金帝华城云集体育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体育馆店）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胜利四路都市奥苑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云集路店）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西陵区云集路16号
宜昌球友体育(体育场路店）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体育场路19号
宜昌球友体育（西陵二路店）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6-82号球友体育
湖南娄底新明扬商贸有限公司-娄底市明扬文体超市 湖南省 娄底市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220号
湖南省娄底市新明扬商贸有限公司-新化飞羽运动 湖南省 娄底市 娄底市新化县梅苑开发区工业园上梅东路叉路口
怀化市鹤城区路人体育用品店-怀化路人体育 湖南省 吉首市 怀化市鹤城区天星东路292-298号
怀化市鹤城区路人体育用品店-吉首路人体育 湖南省 吉首市 吉首市湘泉步行街D栋二楼4-5号
永州市冷水滩豆豆文体商贸有限公司-豆豆乒羽 湖南省 永州市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永路212号
永州市冷水滩豆豆文体商贸有限公司-豆豆文体 湖南省 永州市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零陵北路26号
湖南省长沙市兄弟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天华路山水人家C11门面
兄弟盟河西店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阳荷塘小区1栋A2号门面
兄弟盟浏阳店 湖南省 浏阳市 湖南省浏阳市圭斋东路92号
吉林方圆体育用品商店-方圆体育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重庆街电力高层11号网点方圆体育用品商店
天天体育商城店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 天天体育商城YONEX
新起点体育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体北路276-5门102号门
长春市南关区隆达体育用品商店-隆达体育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长春大街1056号
昆山市优体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昆山开发区飞凡文化体育用品商行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珠江北路159号
昆山优体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飞凡羽毛球馆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庆丰西路479号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强威体育专厅河海大学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河海大学体育馆1楼 强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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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新华路国美电器旁 强威体育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芜湖专厅 江苏省 南京市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民生路3号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专卖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百步坡6号101室
南京市吉睿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五台山YONEX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永庆巷路2号（张飞体育）
江苏省南京市羽强体育-YONEX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路26号3-26
江苏省南京市羽强体育-苏红市场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90号苏红市场2楼2E20
南通奥林体育（健康路店）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健康路68号奥林体育
南通奥林体育（任港路店）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崇川区任港路39号都市华城一号楼1号店铺
无锡爱迪体育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崇安区解放南路618号
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爱动体育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南长区解放南路625号
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动力体育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西大道1500号
无锡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沸点体育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61号
无锡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天成体育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寿山路38号
徐州嘉卓耐尔商贸有限公司-徐州万年青尤尼克斯商店 江苏省 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中山南路235号YONEX专卖店
徐州万年青商贸有限公司-徐州市体育中心尤尼克斯商店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湖北路体育中心大门东
泓羽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 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安路3144号艺术中心楼下
盐城鑫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奥康体育 江苏省 盐城市 解放南路104号
盐城市亿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金鹰商场店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268号
盐城市亿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羽动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天鹅湖大酒店(条心路东)-羽动体育
扬州宝应炫彩体育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白田中路95-43号国泰华苑18号门市（炫彩体育）
扬州宝应炫彩体育-宝应生态体育公园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淮江大道与关沟路交汇处东北
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腾飞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扬子江中路527号
张家港东海凯达贸易有限公司-金凯达体育 江苏省 张家港市 张家港人民中路体育中心金凯达体育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天虹体育健身用品店） 江西省 九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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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格方科技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新奥运文体经营部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70号
江西康发体育实业有限公司-康发南昌福州路店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福州路28号奥林匹克大厦附楼康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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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千山路185-1号
大连飞凡体育店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开发区金海里5栋4号网店
大连绿茵康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绿茵西岗区店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171号大连绿茵
阜新市海州区奥达体育精品商行 辽宁省 阜新市 体育场十八区一楼网点
辽阳欣奥欣运体育用品商行—奥运体育 辽宁省 辽阳市 辽阳市白塔区新兴街68-5号
辽阳欣奥欣运体育用品商行-万嘉广场店 辽宁省 辽阳市 辽阳市民主路88号万嘉城市广场4楼
沈阳市和平区奔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奔跑体育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生生体育 辽宁省 营口市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盼盼路南6-16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奥体中心店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奥林匹克中心网羽气膜馆内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裕林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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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世达之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银川世达体育公园街店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文化西街117号宁夏体育馆一层南门东侧
银川世达之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银川世达体育湖滨店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湖滨西街1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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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亲水体育馆003号营业房
滨州晨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皓莎体育 山东省 滨州市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路渤海十五路朝阳小区对面皓莎体育
山东冠华天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冠华体育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20286号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区
济宁市康威体育 山东省 济宁市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共青团路新体育馆网羽馆-康威体育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大虞零点文体商店 山东省 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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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北郊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大道164号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高新工厂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西安高新路18号A区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高新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34号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交大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碑林区东二环金花南路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曲江汉华城店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大道曲江路618号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省体育场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北路14号奥林匹克大厦A座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四海唐人街店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四海唐人街负一楼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延路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雁塔区唐延路唐延中心城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长安南路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长安南路493号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钟楼五环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碑林区西大街18号
成都蓉城羽事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棕南正街1号附10号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YONEX专卖店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六号附20号-21号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省体二店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八号附15号
成都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东坡路球馆店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东坡路333号
成都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杰喜美球馆店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乐北街8号
乌鲁木齐伯明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YONEX杨军羽毛球俱乐部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宝山路399号
乌鲁木齐伯明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YONEX专卖店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508号
乌鲁木齐伯明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儿童公园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中心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29号儿童公园羽毛球运动中心
乌鲁木齐伯明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健翔体育俱乐部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路460号体育中心羽毛球馆（杨军羽毛球俱乐部）
乌鲁木齐伯明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杨军羽毛球俱乐部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山体育馆杨军羽毛球俱乐部
昆明云洋体育-省体店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112号附23号
昆明瑞邦运动-东风店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99号附2号
昆明瑞邦运动-市体店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体育馆
昆明瑞邦运动-体委店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99号一楼东厅
昆明瑞邦运动-网羽店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99号北右侧一楼
宁波胜客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宁波胜客府桥街店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海曙区海曙府桥街19号
绍兴市越城区越动体育用品店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玛格丽特商业中心西区3幢24-25号
浙江宁波市鄞州中河羽动体育用品店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649号
台州市金典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台州江南文体用品店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江城南路81-83号
YONEX 会展中心专卖店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国际会展中心7楼
YONEX 圣火体育两路口专卖店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渝中区体育村35号附6号圣火体育
YONEX 亿动汇两路口专卖店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体育村35号附1号
YONEX 亿动汇羽毛球馆专卖店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经纬大道1106号
YONEX 乐博汇专卖店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6号力帆体育城4楼乐博汇羽毛球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