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店名

地址

电话

深圳

Wagas深圳华润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万象城芮欧百货1楼103室

深圳

Wagas深圳九方店

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1号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L251-L255单
0755-88606455
元

深圳

Wagas深圳购物公园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Coco park商场一楼L1C081-082单
0755-83256957
元

深圳

Wagas深圳宝安海雅

深圳市新安街道宝城5区建安一路99号海雅缤纷城1楼L131
0755-23355035
号铺

深圳

Wagas深圳壹号湾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3088号深圳湾1号北区101，102室

深圳

望湘园深圳海雅店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99号 海雅缤纷城购物中心5层55018520809064
1

深圳

望湘园深圳Cococity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梅龙路2号 Cococity2层

深圳

望湘园皇庭广场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8号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G层12号 15576861868

深圳

旺池深圳COCOCITY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梅龙路2号星河COCO City2楼

深圳

新元素深圳海上世界店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上世界广场B区一层，B-130、B-210
0755-26814848
店铺

深圳

新元素深圳深圳皇庭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8号皇庭国商购物广场铺号L27/7A

深圳

PizzaMarzano玛尚诺(万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万象城一期568商铺
象城店)

0755-2215036

深圳

PizzaMarzano玛尚诺(金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28号金光华广场L2层051号
光华店)

0755-82327536

深圳

PizzaMarzano玛尚诺(壹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99号壹方城L1-016-017
方城店)

0755-23067535

深圳

多乐之日（深圳建安一路 深圳市宝安区5区建安一路99号B1层100号店铺
店）
城

0755-13314744

深圳

多乐之日（深圳福田农林
深圳市福田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2层58号
路店）

深圳

江南味道深圳万象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一期中区万象城B1
0755-82690037
层B05号商铺

深圳

江南味道深圳九方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中航路1号中航华强北九方购物
0755-82713996
中心南区-1层B135-B136号铺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万象店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华润中心万象城499商铺

0755-82691688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海岸店

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海岸城广场第331、332号

0755-86359988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九方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1018号中航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北区
0755-23991817
L401号铺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东海店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国际中心二期A区2019、
2020号商铺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壹方店

深圳市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99号壹方城L4城层008-009
0755-29985260
号商铺

0755-22230655

0755-26917191

15889638052

15889638052

海雅缤纷

0755-83237249

0755-83204853

0755-83239097

深圳

江南厨子深圳万象天地店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润万象天地SL611号铺

0755-86686757

深圳

西湖春天深圳百汇店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3019号 百汇大厦2层

0755-82116988

深圳

西湖春天深圳开元店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北环大道7001号开元大厦2、3楼

0755-88822868

深圳

西湖春天深圳侨香店

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与侨香路交界口深国投广场02-01

0755-89830088

深圳

西湖春天深圳喜荟店

深圳市罗湖区太宁路百仕达东郡广场裙楼二层223B、225
0755-82691699
、226号铺

深圳

吴记老锅底（中心城店） 福田区福华一路3号怡景中心城广场UG楼FUG006铺

深圳

吴记老锅底（布吉万象汇 龙岗区翔鸽路华润万象汇购物中心四楼L410号铺(白鸽笼
0755-28917579
店）
地铁站C出口)

深圳

吴记老锅底（海岸城店） 南山区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4层

0755-86359566

深圳

吴记老锅底（龙华九方
店）

龙华新区人民路2020号龙华九方购物中心3层

0755-23326181

深圳

赣芸轩(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万象城593铺

0755-82665611

深圳

赣芸轩(南山天地店)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万象天地SL614

0755-61898980

深圳

蓉悦(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万象城一期4层468

0755-22216888

深圳

蓉悦(益田假日店)

深圳市深南大道9028号华侨城威尼斯酒店旁益田假日广场
0755-86656877
3层

深圳

一日三餐深圳KK Mall店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路京基100 KKMALL负一层

0755-22218388

深圳

鼎厨川菜（中心城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城广场UG层鼎厨川菜

0755-82801087

深圳

巴蜀风深圳cocopark店

深圳市福华三路cocopark四楼

0755-82035661

深圳

巴蜀风深圳万象天地店

深圳市南山区华润万象天地负一层B135号

0755-86129366

深圳

巴蜀风深圳卓悦汇店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与梅林路交叉口东北角卓悦汇
0755-86630086
3层

深圳

巴蜀风深圳皇庭广场店

深圳市福华三路皇庭购物广场L1层8号铺(近会展中心)

深圳

巴蜀风月海岸城

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33好海岸城广场第501-7号 0755-86359234

深圳

好色派沙拉深圳中心城店

深圳市福华一路怡景中心城L层R1018铺好色派沙拉(中心
0755-82801561
城南大门旁会展中心B出口)

深圳

好色派沙拉深圳万象天地 深圳市深南大道9668号万象天地购物中心高街SL503(百老
0755-86687602
店
汇影院旁)

深圳

好色派沙拉深圳宝安壹方 深圳市创业一路与新湖路交汇西南角壹方城B1层022商铺
0755-29601565
城店
(36抹茶旁)

深圳

好色派沙拉深圳来福士广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来福士广场B1层06铺位
场店

0755-83233856

0755-86603268

0755-26906840

深圳

好色派沙拉深圳海上世界 深圳市南山区汇港购物中心1-27号(近海上世界地铁站B出
0755-21650204
店
口)

深圳

Poke-doke深圳万象天地
深圳市南山区万象天地里巷NL259号铺
店

0755-86686792

深圳

少东家餐厅
(万象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万象城一期4层426C

0755-22218876

深圳

堂本家（kkmall店）

深圳市罗湖区 kkmall 购物中心123c

0755-22958891

深圳

堂本家（中心城店）

深圳市福田区新怡景中心城购物广场FL1011号铺

0755-82801086

深圳

堂本家（益田店）

深圳市南山区益田假日广场B1-27号

0755-88637641

深圳

堂本家（海岸城店）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5层

0755-86564687

深圳

堂本家洋食别馆

深圳市南山区华润万象天地B152

0755-86687190

深圳

堂小锅（kkmall店）

深圳市罗湖区kkmall购物广场123c

0755-22958891

深圳

堂小锅（九方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北区2层L270

0755-82522573

深圳

堂小锅物料研究所

深圳市南山区华润万象天地B153

0755-86687191

深圳

源烧酒场

深圳市罗湖区kkmall购物中心123AB铺

0755-22923141

深圳

響和民（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万象城490号铺

0755-82668311

深圳

和民（东门店）

深圳市罗湖建设路3018号1234 space 五层
L506/L508/L519号商铺

0755-22985261

深圳

和民（万科广场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路7188号万科广场L3层03-17-18号

0755-84596541

深圳

和民（九方广场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人民路2020号龙华九方购物中心 0755-2335L3层L321号铺
9505

深圳

同湘会（深圳金融中心
点）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深南东路4003号世界金融中心A座
0755-22230952
一层106铺

深圳

同湘会（深圳龙岗宝能
店）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28号宝能all city龙岗店
L219-23号商铺

深圳

同湘会（深圳世纪汇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18号世纪汇广场4楼
华强北店）

0755-82534575

深圳

安天民(彩田店)

福田区福华路彩虹大厦裙楼一层D段A

0755-83238846

深圳

安天民（景田店）

福田区莲花街道布尾村3号101商铺1-2层

0755-83280907

深圳

安天民（侨香店）

福田区安托山七路侨香商业服务体商场2楼8号铺

0755-83238897

深圳

安天民（白石洲店）

南山区白石洲一坊30号101

0755-86383158

深圳

安天民（八卦岭店）

福田区八卦一路鹏益花园1栋111号

0755-25873688

0755-36993230

深圳

安小馆（石厦店）

福田区石厦北二街马成时代广场三层

0755-88329009

深圳

安小馆（景田店）

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路碧景园综合楼104至110

0755-25318099

深圳

安小馆（百花店）

福田区百花四路长城综合楼一楼北面部分

0755-83255856

深圳

安小馆（八卦岭店）

福田区园岭街道八卦一路鹏益花园1号楼裙楼114房

0755-25020977

深圳

安小馆（西丽云城店）

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留仙洞打石二路南侧云城万科里C绿
0755-86567185
廊B1层36、37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罗
罗湖区春风路3068号置地广场一楼
湖春风店)

0755-2726988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皇
福田区皇岗村市场北座1楼
岗旗舰店)

0755-83988118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宝
宝安区上川一路162号
安上川店)

0755-2310988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海岸
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东座2楼245号
城店)

0755-83267665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振
华强北振兴西路154-3号(近北海渔村、钟表市场)
兴西路店)

0755-8321099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南
南山大道南园枫叶公寓一楼(枫叶国际广场一楼)
山枫叶店)

0755-2779988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宝
西乡大道和前进二路交汇西乡彩虹城1楼(麦当劳对面)
安前进店)

0755-2759988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宝
西乡兴业路宝源二区大门右侧(富通城一期对面)
安兴业店)

0755-27209889

深圳

潮汕大目牛肉火锅城(福
福华路123号漾福居西侧(近福田中学、福田医院)
华路店)

0755-88396470

深圳市

重庆渝味晓宇火锅香蜜湖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香蜜湖度假村西侧酒店
0755-23990096
旗舰店
南侧2-A（印象毡房旁）

深圳市

重庆渝味晓宇火锅宝安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89号中洲·πmall 2层
舰店
L260商铺

0755-27770087

深圳

开饭餐厅（来福士店）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深圳来福士广场3楼16号铺

0755-26408664

深圳

开饭餐厅（中心城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3号新怡景商业中心L层

0755-83226165

深圳市 荷庭（cocopark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269号cocopark3楼L3C-008-010号
0755-88606958
商铺

深圳市 荷庭（九方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4楼

深圳市 幺凤（cocopark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269号cocopark3楼L3C-018号商铺 0755-82788815

0755-82721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