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区域 场馆名称

1 北京-北京-石景山区 北京石景山体育馆羽毛球馆

2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富力文体中心（富力会）羽毛球馆

3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小武基羽毛球馆

4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市老年活动中心羽毛球馆

5 北京-北京-通州区 北京健龙森体育健身俱乐部

6 北京-北京-通州区 北京健龙森体育健身俱乐部

7 北京-北京-通州区 北京健龙森体育健身俱乐部

8 北京-北京-昌平区 北京明羽羽毛球馆

9 北京-北京-海淀区 北京中关村文化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10 北京-北京-东城区 北京龙潭湖羽毛球馆

11 北京-北京-东城区 北京龙潭湖羽毛球馆

12 北京-北京-东城区 北京龙潭湖羽毛球馆

13 北京-北京-房山区 北京太平庄羽毛球馆

14 北京-北京-丰台区 丰台科技园网羽球馆

15 北京-北京-大兴区 北京新羽时代羽毛球俱乐部

16 北京-北京-顺义区 北京佛雷斯羽毛球馆

17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兴隆羽毛球

18 北京-北京-西城区 北京北站羽毛球馆

19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二商体育馆羽毛球馆

20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东丽温泉家园羽毛球馆

21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东丽温泉家园羽毛球馆

22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远诚羽毛球馆(银照羽毛球馆)

23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王四营羽毛球馆

24 北京-北京-顺义区 北京翎跃飞翔羽毛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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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北京-北京-顺义区 北京翎跃飞翔羽毛球馆

26 北京-北京-昌平区 北京彩虹羽毛球馆

27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动禾运动馆羽毛球馆

28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阳光羽毛球馆

29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飞海健身俱乐部羽毛球馆

30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正道求艺羽毛球馆

31 北京-北京-朝阳区 北京友缘羽毛球馆

32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新忆石羽毛球馆

33 北京-北京-丰台区 北京川崎羽毛球馆

34 北京-北京-昌平区 北京羽悦羽毛球馆

35 四川-成都-金牛区 成都铸信羽毛球俱乐部

36 四川-成都-金牛区 成都N+羽毛球

37 四川-成都-成华区 成都先锋羽毛球

38 四川-成都-青羊区 成都穗蓉羽毛球馆

39 四川-成都-武侯区 成都1906羽毛球馆

40 四川-成都-武侯区 成都1906羽毛球馆

41 四川-成都-武侯区 成都奥羽羽毛球馆

42 四川-成都-武侯区 成都运动时空羽毛球（东方馆）

43 四川-成都-高新区 成都佛雷斯羽毛球（大世界羽毛球）

44 四川-成都-武侯区 成都新羽堂羽毛球馆

45 四川-成都-双流县 四川国际网球中心

46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麓憬湾体育运动休闲会所羽毛球馆

47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麓憬湾体育运动休闲会所羽毛球馆

48 广东-广州-海珠区 广州精英羽毛球活动中心

49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新体育馆羽毛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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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天河公园羽毛球馆

51 广东-广州-海珠区 广州彩虹羽毛球馆

52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53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黄编羽毛球馆

54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黄村街文体活动中心

55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恒安羽毛球馆

56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元岗羽毛球馆

57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华南碧桂园羽毛球馆

58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红专厂球馆

59 广东-广州-越秀区 广州市一宫羽毛球馆

60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浩扬球馆

61 广东-广州-荔湾区 广州芳村体育中心

62 广东-广州-黄埔区 广州市健骏羽毛球馆

63 广东-广州-黄埔区 广州市健骏羽毛球馆

64 广东-广州-黄埔区 广州市沙浦超羽羽毛球馆

65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市新羽victor羽毛球馆桥南店

66 广东-广州-南沙区 广州市羽晴羽毛球馆

67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翰景羽毛球馆

68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富劲羽毛球馆

69 广东-广州-花都区 广州党校羽毛球馆

70 广东-广州-黄埔区 广州羽宙羽毛球会

71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润康羽毛球馆

72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挑战者羽毛球馆

73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康裕北苑.泓基羽毛球馆

74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世纪康体中心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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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广东-广州-番禺区 广州龙岐羽毛球馆

76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光华羽毛球馆

77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光华羽毛球馆

78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鹤边员村羽毛球馆

79 广东-广州-白云区 广州星动羽毛球馆

80 广东-广州-海珠区 广州赤沙羽毛球馆

81 广东-广州-天河区 广州第十八中学羽毛球馆

82 广东-广州-荔湾区 广州第93中学羽毛球馆

83 广东-广州-荔湾区 广州伯顿体育羽毛球馆

84 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 哈尔滨力龙羽毛球馆大庆副路

85 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 哈尔滨力龙羽毛球馆和平路

86 浙江-杭州-江干区 杭州陈刚羽毛球俱乐部

87 浙江-杭州-下城区 杭州胜蓝羽毛球俱乐部

88 浙江-杭州-余杭区 杭州红丰运动馆

89 安徽-合肥-蜀山区 乐康羽毛球馆

90 安徽-合肥-包河区 徽动体育俱乐部

91 安徽-合肥-蜀山区 合肥奥体中心

92 江苏-南京-建邺区 南京南湖社区俱乐部

93 江苏-南京-江宁区 南京全民健身中心东易羽毛球馆

94 江苏-南京-鼓楼区 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95 江苏-南京-浦口区 南京开心羽毛球

96 江苏-南京-江宁区 南京东易羽毛球馆

97 江苏-南京-秦淮区 南京秦淮体育中心

98 江苏-南京-秦淮区 南京宏淮羽毛球馆

99 江苏-南京-江宁区 南京君力羽毛球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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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江苏-南京-江宁区 南京风尚球馆

101 广东-汕头-金平区 汕头新厦羽毛球馆

102 广东-汕头-金平区 汕头拾贰品汕樟羽毛球馆

103 广东-汕头-龙湖区 汕头传羽川崎羽毛球馆

104 广东-汕头-龙湖区 汕头德华羽毛球馆

105 广东-汕头-金平区 汕头翼动羽毛球馆

106 广东-汕头-金平区 汕头明珠羽毛球俱乐部

107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浦东游泳馆西可球类活动中心（西可）

108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同学汇羽毛球馆

109 上海-上海-闵行区 上海宏博羽毛球馆

110 上海-上海-普陀区 上海桃浦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11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动宜动羽毛球馆

112 上海-上海-奉贤区 上海奉贤体育中心

113 上海-上海-青浦区 上海青浦区MAX体育公园

114 上海-上海-静安区 上海仲益黄兴达安花园室内羽毛球馆

115 上海-上海-宝山区 上海鸿飞羽毛球馆

116 上海-上海-普陀区 上海龙腾羽毛球馆

117 上海-上海-普陀区 上海龙腾羽毛球馆

118 上海-上海-嘉定区 羽众羽毛球

119 上海-上海-宝山区 上海宝羽汇羽毛球馆

120 上海-上海-杨浦区 上海黄兴体育公园

121 上海-上海-青浦区 上海DCsport

122 上海-上海-虹口区 上海虹口足球场羽乒馆

123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博宽羽毛球馆（双桥路馆）

124 上海-上海-宝山区 上海精羽羽毛球馆（呼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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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上海-上海-宝山区 YONEX羽乐馆羽毛球馆

126 上海-上海-宝山区 YONEX羽乐馆羽毛球馆

127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高东体育公园

128 上海-上海-嘉定区 上海西贝羽毛球馆

129 上海-上海-普陀区 上海长征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30 上海-上海-闵行区 上海运动源羽毛球馆（漕宝馆）

131 上海-上海-闸北区 上海运动源羽毛球馆（新和馆）

132 上海-上海-闸北区 上海运动源羽毛球馆（晋城馆）

133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洪山店）

134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浦三店）

135 上海-上海-杨浦区 上海体育学院附属中学羽毛球

136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澧溪馆）

137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东城馆）

138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北中馆）

139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北中馆）

140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川南馆）

141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杨南馆）

142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鹏飞馆）

143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三彩馆）

144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懿行馆）

145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樱花馆）

146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樱花馆）

147 上海-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申慧城羽毛球馆（鹤沙馆）

148 上海-上海-闵行区 上海运动源羽毛球馆（文莱馆）

149 上海-上海-普陀区 上海文达学校羽毛球馆

INTERNAL



150 上海-上海-嘉定区 上海封浜小学羽毛球馆

151 上海-上海-宝山区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羽毛球馆

152 上海-上海-宝山区 上海共富实验学校羽毛球馆

153 广东-深圳-福田区 深圳梅龙羽毛球馆

154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第一羽毛球馆

155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第一羽毛球馆

156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第一羽毛球馆

157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坂山羽毛球馆

158 广东-深圳-罗湖区 深圳市健力羽毛球馆

159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阳光文体中心羽毛球馆

160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沙河文体中心羽毛球馆

161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民治羽毛球馆

162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科北羽毛球馆

163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宝安体育馆乒羽俱乐部

164 广东-深圳-罗湖区 深圳东深体育馆羽毛球馆

165 广东-深圳-福田区 深圳梅林百胜羽毛球馆

166 广东-深圳-罗湖区 深圳路丰羽毛球馆（罗湖店）

167 广东-深圳-南山区 深圳华侨城文体中心

168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宝体榕汛羽毛球馆

169 广东-深圳-罗湖区 深圳文华羽毛球馆

170 广东-深圳-龙华新区 深圳圳宝羽毛球馆

171 广东-深圳-龙华新区 深圳圳宝羽毛球馆

172 广东-深圳-龙华新区 深圳我的羽毛球馆

173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万科第五园羽毛球

174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嘉宝羽毛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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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星际羽毛球馆

176 广东-深圳-福田区 深圳兰江山第冠蓝体育中心

177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麓城体育公园

178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路丰羽毛球馆（石岩店）

179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普威羽毛球馆

180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普威羽毛球馆

181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万丰羽毛球馆

182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良宇羽毛球馆

183 广东-深圳-龙华新区 深圳金泰羽毛球馆

184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路丰羽毛球馆（龙岗店）

185 广东-深圳-坪山新区 深圳云之力羽毛球馆（坪山店）

186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洪田羽毛球馆

187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弘达.悦动羽毛球馆

188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五和羽毛球馆

189 广东-深圳-宝安区 深圳博岗羽之王羽毛球馆

190 广东-深圳-龙华新区 深圳鹊山羽毛球馆

191 广东-深圳-龙岗区 深圳可园羽毛球馆

192 辽宁-沈阳-铁西区 沈阳健伟羽毛球

193 辽宁-沈阳-于洪区 沈阳御风羽毛球馆

194 天津-天津-河北区 天津先锋运动馆

195 天津-天津-河东区 天津正能量羽毛球馆

196 天津-天津-河东区 天津正能量羽毛球馆

197 天津-天津-红桥区 天津飞腾FT运动馆-羽毛球

198 天津-天津-河东区 帅之梦羽毛球馆

199 天津-天津-南开区 同创羽毛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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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江苏-无锡-新区 无锡CD球馆（宝龙店）

201 江苏-无锡-滨湖区 无锡CD球馆（滨湖区店）

202 江苏-无锡-南长区 无锡市体育公园

203 江苏-无锡-滨湖区 无锡文体活动中心羽毛球馆

204 江苏-无锡-滨湖区 无锡CD嘉鸿羽毛球馆（CD运动城）

205 江苏-无锡-滨湖区 无锡新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206 湖北-武汉-硚口区 武汉联奥运动中心羽毛球馆

207 湖北-武汉-武昌区 武汉百利羽毛球馆

208 湖北-武汉-洪山区 武汉羽乐羽毛球馆

209 湖北-武汉-硚口区 中环羽毛球休闲馆

210 湖北-武汉-武昌区 武汉军旅国际羽毛球俱乐部

211 湖北-武汉-江汉区 武汉青少年宫羽毛球场

212 湖北-武汉-洪山区 武汉立信羽毛球馆

213 湖北-武汉-江岸区 武汉绿色动力羽毛球馆

214 湖北-武汉-青山区 武汉瀚翔羽毛球馆

215 湖北-武汉-青山区 武汉苏迪曼羽毛球馆

216 湖北-武汉-江汉区 武汉金色雅园网球俱乐部

217 湖北-武汉-江岸区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

218 湖北-武汉-江岸区 武汉绿色动力体育馆

219 湖北-武汉-汉阳区 武汉汉风运动馆

220 湖北-武汉-洪山区 武汉奥翔羽毛球馆

221 陕西-西安-雁塔区 西安新派羽毛球中心

222 陕西-西安-碑林区 西安体育学院羽毛球乒乓球馆

223 江苏-扬州-邗江区 扬州今夜有羽毛球俱乐部

224 江苏-扬州-邗江区 扬州起点羽毛球馆（南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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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江苏-扬州-邗江区 扬州起点羽毛球馆（北区点）

226 江苏-扬州-仪征市 仪征赛点羽毛球俱乐部

227 湖南-长沙-芙蓉区 长沙宇凡798羽毛球馆

228 河南-郑州-二七区 郑州新大方羽毛球俱乐部

229 河南-郑州-金水区 千羽政通

230 河南-郑州-中原区 晨翔羽·乒训练馆

231 河南-郑州-二七区 新大方羽毛球馆

232 河南-郑州-惠济区 晴亮体育网球羽毛球俱乐部

233 河南-郑州-二七区 侨飞羽毛球馆

234 河南-郑州-管城区 郑州伯明顿羽球俱乐部

235 重庆-重庆-渝北区 重庆凯健国际健身会所（高科店）

236 广东-珠海-香洲区 珠海市明华羽毛球馆

237 广东-中山-港口镇 中山市星晨羽毛球馆

238 广东-中山-东区街道 中山市健羽体育文化中心

239 广东-惠州-惠城区 惠州会展羽毛球馆

240 广东-惠州-惠城区 惠州桥东羽毛球馆

241 广东-东莞-寮步镇 东莞羽悦羽毛球馆

242 广东-东莞-东城区 东莞时尚羽毛球馆

243 江苏-苏州-玉山镇 昆山蓝羽篮球羽毛球俱乐部

244 江苏-苏州-金阊区 苏州飞邻英羽毛球馆

245 江苏-苏州-虎丘区 苏州名人名城羽毛球俱乐部

246 江苏-苏州-吴中区 苏州羽林军羽毛球馆

247 江苏-苏州-吴中区 苏州威克多羽毛球馆

248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 石家庄骏辉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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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32号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9号（双井桥旁）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段小武基桥北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3区301号

北京通州区滨河路108号

北京通州区滨河路108号

北京通州区滨河路108号

北京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10号

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76号,龙潭湖体育馆内

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76号,龙潭湖体育馆内

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76号,龙潭湖体育馆内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四中西侧太平庄羽毛球馆

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1号(丰台科技主题公园内)

大兴区黄村生物医药基地永大路32号华光钢构园内

北京市顺义区左堤支线顺潮东汽车交易市场内东大厅

北京市兴隆庄甲8号

北京市西城区北滨河路1号北京北站主站房内1层

丰台区镇国寺191号7号楼

丰台区马家堡路88号东丽温泉小区内

丰台区马家堡路88号东丽温泉小区内

丰台区芳城路芳城园一区1号楼(近方庄路)

朝阳区王四营4号

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豆坊路西区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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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豆坊路西区100号

昌平区天通苑白坊建材城

丰台区造甲街5号

朝阳区三元里街三源里小区13号

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15队306号

朝阳区小营路4号

朝阳区东四环欢乐谷附近垡头南里9号

丰台区看杨路102号

丰台区大灰厂东路槐树山庄4号院

昌平区豆各庄11号

金牛区金泉路15号铸信集团内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170号附17号

青羊区东坡南一路东坡体育公园内

武侯区高攀路26号解放军732厂A7厂房

武侯区高攀路26号解放军732厂A7厂房

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73号红牌楼商业广场6栋2号

武侯区二环路东一段29号电焊机研究所内

高新区星光路家乐福大世界5楼

武侯区新园南四路75号

双流县蛟龙工岗金河路66号

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雕塑公园对面(白云区政府对面)

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雕塑公园对面(白云区政府对面)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泉塘路38号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路7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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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天河公园内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体育场左侧车场

天河区体育中心内

番禺区东环路黄编村内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育英路35号

广州市白云区同德围粤溪村粤溪南路108号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社区文化中心3楼(近元岗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迎宾大道华南碧桂园会所体育馆

天河区员村四横路128号红专厂G1

越秀区文明路65号金宫商场内

嘉禾街望岗工业二路新门楼市场7楼整层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277号荔湾体育中心内

广州市黄埔区榕环东路5号

广州市黄埔区榕环东路5号

广州市黄埔区沙浦东路20号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桥南路南新大街3号(淘商城对面)

广州市南沙区亭角路43亭角工业区

广州市天河区翰景街38号

番禺区大石富山路富山市场4楼

花都区体育路19号党校校内

黄埔区石化路1952号江悦商贸园D座3楼

番禺区官塘镇东路11号

天河区黄村东圃航天奇观内

番禺区西丽路捷进中路交汇，康裕北苑停车场8楼

番禺区南街福德路9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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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沙湾镇龙岐运动馆（雅居乐锦宫城对面）

白云区人和镇人和大马路

白云区人和镇人和大马路

白云区鹤边员村军民西路1号文化大楼4楼

白云区同泰路5-6号

海珠区赤沙路新编5号

天河区前进街桃园中路十八中学内

荔湾区芳村大道西第93中学内

荔湾区龙溪大道1号

香坊区大庆副路38-4号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73号

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12号

下城区香积寺东路东新园孚信苑11栋（胜蓝实验小学）

余杭区临平街道红丰路587号

合肥市科学大道与红枫路交口向西50米

合肥市 南二环与金寨路交口东北角伯爵假日酒店内

经开区政务文化新区习友路与潜山路交叉口西南角

南京市建邺区文体西路20号-30号

南京市江宁区金箔路518号江宁区全民健身中心3楼

鼓楼区广州路173号五台山体育场内

南京市浦口区泰冯路20号

南京市江宁区金箔路518号

南京市秦淮区平江府路162号秦淮体育中心4楼

南京市秦淮区宏光路双桥新村内

南京市江宁区科苑路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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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庄排路159号4栋

东厦路62号西北侧海霸王内

汕樟路66号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南路火车站公交车旁

汕头市龙湖区金信北路与乐山路交叉口100米

汕头市金平区党校路21号

汕头市金平区西河路5号电视塔后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69号

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

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488号近中春路

上海市普陀区金通路38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200号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古华南路100号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8450号

静安区长寿路999弄达安花园15号运动馆

一二八纪念路401号

上海市金沙江支路200号（国金体育中心三楼）

上海市金沙江支路200号（国金体育中心三楼）

高潮路309号

盘古路701号

双阳北路395弄

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378号7号

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

浦东新区双桥路302号

宝山区呼兰路4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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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长江路258号中成智谷B5-2

宝山区长江路258号中成智谷B5-2

浦东新区高东镇新园路998号高东生态园门球中心

嘉定区南翔镇 陈翔路88号奥奔骋翔88创新产业园

普陀区清峪路385号/近祁连山路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2760号（近田林路）七宝实验中学体育馆1楼

上海市闸北区原平路128号（近晋城路）民办新和中学体育馆2楼

上海市闸北区晋城路277号

浦东新区洪山路763号

浦东新区浦三路2855号

周家嘴路4220号

周阳路29号

上海东建路680弄60号

北中路101号

北中路101号

川环南路1295号

杨南路380号

鹏飞路245号

三彩路157号

懿行路990号

海桐路58号

海桐路58号

鹤沙路500号

虹莘路2166号文莱中学体育馆一楼

普陀区祁安路3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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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封浜镇吴扬路50号

宝山区真金路1100号（近行知路）

宝山区共富路501号

福田区林园东路华海立交桥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86号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86号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86号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党校附近

罗湖区莲塘港莲路5号包深大院（311大巴总站旁）

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路和月亮湾大道结合处，阳光小学旁边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天河花园侧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民治民康路民兴工业区8栋8楼

深圳高新北区科苑北路

宝安区宝安体育中心游泳馆二楼

深圳市罗湖区东深体育馆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北通大汽车广场B三楼

罗湖区嘉宾路金威大厦公交站旁入口进去

深圳市南山区杜鹃山东路2号

宝安区体育馆足球场内1楼

罗湖区深南东路1013-1015号深发花园附近

深圳市龙华街道工业西路38号圳宝工业区内

深圳市龙华街道工业西路38号圳宝工业区内

深圳市观澜观城社区河西新村3号

龙岗区坂田街道万科第五园四期公交总站

龙岗区平湖路龙州百货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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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工业区1号

福田区北环香蜜立交兰江山第冠蓝体育中心

布龙路与吉华路交汇处

石岩街道上屋社区爱群路北13号大富厂厂房整套

宝安区裕安二路178号普威娱乐广场5楼

宝安区裕安二路178号普威娱乐广场5楼

宝安区沙井镇万丰公园

龙岗区布澜大道中海信科技园经济体育中心4楼

龙华区人民北路179号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福路80号

富民路103号

宝安区洪田路148号

宝安区沙井南环路悦动羽毛球馆

龙岗区坂田医院附近1号路辉达自行车厂

宝安区沙井街道博岗社区锦岗小区

 龙华区龙观西路龙华村公交站旁

龙岗区布吉街道可园1期2栋1楼

沈阳市铁西区健伟羽毛球馆

沈阳市于洪区御风羽毛球馆

天津河北区万柳村大街56号绿领产业园A3号

天津市河东区林道63号天津工业大学中环线院内(近向阳楼)

天津市河东区林道63号天津工业大学中环线院内(近向阳楼)

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11号意库创意产业园A2-102飞腾（FT运动馆）

天津河东区十四径路家家福菜市场侧身(音乐街)

南开区咸阳路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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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新吴区珠江路10号

滨湖区贡湖大道278号

无锡市健康路105号

旺庄东路新都会1期8号文体活动中心

贡湖大道278号

太湖西路大道1500号

硚口区汉口沿河大道阮家台特1号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298号麦德龙后面

南湖大道揽胜公园旁省畜禽育种中心一楼

硚口区硚口路185号(宝丰路小蓝鲸酒店正门左侧巷内)

武昌区东亭路19号

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青少年宫内

雄楚大道981号立信生鲜大市场四楼

江岸堤角南街残联旁堤角轻轨站步行三分钟即可

青山区和平大道青山公园内

武汉随州街钢花新村113北门旁(南干渠游园对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渠路88号

武汉江岸区后湖大道99号

堤角南街残联旁(近江岸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汉阳区钟家村汉商银座知音站台5楼

白沙洲大道烽火村108号(湖北财税学院斜对面，平安花园旁)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17号明德门加气站西侧

含光北路65号体育学院内

杨子江中路过街天桥正东面

开发西路21号欧尚超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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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沟路24号

万年村曹庄32号

芙蓉区曙光路曙光798城市生活馆二号馆(人民路口)

二十七区航海路郑密路向南200米

 陇海路与玉凤路交叉口向东200米下面附道上

 中原区桐柏路214号

二十七区航海路郑密路向南200米

惠济区英才街郑州师范学院综合训练馆（东校区）

 二七区嵩山南路陇海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西(近工业大学 海天酒店)

 管城回族区城东南路155号名爵4s店2楼

重庆市北部新区白杨路252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西1688号

广东省中山市木河迳街5号

中山市东区街道起湾道北128号

文昌一路惠州会展中心三楼

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塔仔湖路桥东羽毛球馆(惠阳高级中学老校区大门正对面)

东莞市香园南路9号

东莞市主山东宝路157号乐方城3楼

昆山市花苑路1000号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老禾家塘岸64号

苏州市虎丘区新区塔园路名城花园小区内

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新路6号E幢4楼

吴中区枫津南路28号

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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