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品牌 城市 店名 地址

1 万宁 广州 广州滨江东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39号1B08、1B09、1B13-1B17号铺万宁

2 万宁 广州 广州怡乐路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78号瑜丰国际首层A6号铺万宁

3 万宁 广州 广州嘉和苑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48-1号4号铺、5号铺万宁

4 万宁 广州 广州天汇城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3号东方宝泰负1层1051号万宁

5 万宁 广州 广州越秀康王 广州市康王北路903号康王商业城负一层1108－1110号铺万宁

6 万宁 广州 广州星河湾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迎宾路星河湾四季会会所首层万宁

7 万宁 广州 广州雅居乐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观景路210号商铺万宁

8 万宁 广州 广州花都金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秀全大道31号金城大厦二层2C05铺万宁

9 万宁 广州
广州黄埔东区商业

城
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宏明路时代城一层A-26、A-27号铺万宁

10 万宁 广州 广州花都龙珠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32号首层A5-1铺万宁

11 万宁 广州 广州丽之影广场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2号之一至之三丽影商业广场负二层C-2-

001号铺万宁

12 万宁 广州 广州东鸣轩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东鸣轩199号首层自编112、113号铺万宁

13 万宁 广州 广州员村家乐福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恒隆街3号家乐福广州员村店UnitYC_B万宁

14 万宁 广州 广州新塘大润发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金海岸大润发商店街一层1号铺万宁

15 万宁 广州 广州新市百信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423-1455号百信时尚街1023商铺万宁

16 万宁 广州 广州中山乐购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西门口地铁站夹层281号S15号万宁

17 万宁 广州 广州黄埔惠润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98号首层1008、1009、1010号铺万宁

18 万宁 广州 广州佳润广场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419号佳润广场2期D49号首层商铺万宁

19 万宁 广州 广州动漫星城 广州市吉祥路1号（广州动漫星城广场）负一层N001号商铺万宁

20 万宁 广州 广州芳村万象城
广州地铁1号线芳村站内D出口芳村万象购物街自编A23、A23a、A42

号铺万宁

21 万宁 广州 增城泰富广场 增城市荔城街西城路23号首层1006号铺万宁

22 万宁 广州 广州太古汇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商场裙楼地铁层M14号商铺万宁

23 万宁 广州 广州棠溪商业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1231号鸿盛商业城二层A10.B11商铺万宁

24 万宁 广州 广州增城东汇城 广州增城市荔城区府佑路98号D1建筑物内二层244号铺万宁

25 万宁 广州 广州庆丰财智广场 广州市白云区庆丰广场6-8号建筑物内1层A141-145号商铺万宁

26 万宁 广州 广州机场新店 广州花都区白云国际机场候机楼主楼一楼商铺编号C9108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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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万宁 广州 广州永泰生活广场
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118号(永泰生活广场)一层A11、A12、A13号商

铺万宁

28 万宁 广州 广州嘉禾望岗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望岗村华英路自编168号黄金口美食城首层A11

号铺万宁

29 万宁 广州 广州钻汇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富华西路2号百越广场一层A027-A029，A120-

A123号万宁

30 万宁 广州
广州大学城GOGO新

天地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中二横路1号高高新天地一层1001-1003A号商

铺万宁

31 万宁 广州 广州番禺大石城
广州市番禺区朝阳西路31号大石城建筑物内首层

B12a/B13/B16/C13/C15/C16号商铺万宁

32 万宁 广州 广州华乐大厦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1号华乐大厦建筑物首层自编2-3号商铺万宁

33 万宁 广州 广州江燕路 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95号负一层B122-B123号商铺万宁

34 万宁 广州 广州优托邦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8号1层115B、116B万宁

35 万宁 广州 广州高志大厦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路120号高志大厦建筑物内1层102号

商铺万宁

36 万宁 广州 广州东山锦轩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4、6号东山锦轩现代城首层A12号商铺万宁

37 万宁 广州 广州茶山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茶山路251-261号101号商铺万宁

38 万宁 广州 广州白云汇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88号的白云汇广场二层210、211号商

铺

39 万宁 广州 广州佳兆业广场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101自编号125号商铺万宁

40 万宁 广州 广州怡安花园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怡安路246-264号首层B11 商铺

41 万宁 广州 广州合生广场 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150号至170号（合生广场）二层L2-23号

42 万宁 广州 广州若比邻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49号首层105-106号铺

43 万宁 深圳 深圳龙岗富德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龙平东路145号富德中心商场建筑物1层A101号商铺万

宁

44 万宁 深圳 深圳红岭家乐福 深圳罗湖区松园路68号鸿翔花园1栋.HB_L128万宁

45 万宁 深圳 深圳平湖金丰源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北门街2号一楼2-1、2-2、2-10号商铺万宁

46 万宁 深圳 深圳前海豪苑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与学府路交汇处前海豪苑L1层06号铺万宁

47 万宁 深圳 深圳沙井京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井路168号(中熙广场)沙井京基百纳广场二

楼234号万宁

48 万宁 深圳 深圳大浪商业中心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旺路同富裕工业园大浪商业中

心11栋纷享城一H105号商铺万宁

49 万宁 深圳 深圳晶城广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社印刷大楼一层109号铺万宁

50 万宁 深圳 深圳信义假日名城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百鸽路信义假日名城溢芳园1-S112、1-S113

、1-S114万宁

51 万宁 深圳 深圳宏发大世界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宝石南路宏发大世界购物广场一层

A1-13、A1-13A、A1-15、A1-19、A1-20I铺位万宁

52 万宁 深圳 深圳家和盛世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福西路与和福路交汇处家和盛世花园（一

期）一层153A号商铺万宁

53 万宁 深圳
深圳连城地铁商业

广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地铁会购一期工程地下空间（连城新天地）C19

号商铺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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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万宁 深圳 深圳民乐润家
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乐一区民乐大厦民乐润家百货一层117-3、

117-4号商铺万宁

55 万宁 深圳 深圳龙华九方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路2020号中航天逸花园裙楼龙华九方购物中心

建筑物1层L128,L129号商铺万宁

56 万宁 深圳 深圳大润发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和平东路富联华商贸中心大润发商场东侧

一楼01－05号商铺共1911平方米商铺中的02号铺万宁

57 万宁 深圳 深圳中信广场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5号中信城市广场LG01-09号铺万宁

58 万宁 深圳 深圳龙悦居
深圳市龙华新区白龙路、玉龙路和新区路交汇处龙悦居四期“福到

来购物中心”一层4102号商铺万宁

59 万宁 深圳 深圳坂田和成世纪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社区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三栋A

座负一层F112号商铺万宁

60 万宁 深圳 深圳公明宏发上域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民生大道与兴发路交汇处宏发上域花园1栋

1层1-18号商铺万宁

61 万宁 深圳 深圳新港城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二街89号新港商城建筑物内一层116号商

铺万宁

62 万宁 深圳 深圳Kkone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大道9298号滨河时代裙楼京基百纳时代

广场北区（一期）负一楼B112号万宁

63 万宁 深圳 深圳来福士广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163号来福士广场B1层37号商铺万宁

64 万宁 深圳 深圳卓悦汇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梅林路交汇处交汇处卓悦汇购物中心B1

层32A-33号万宁

65 万宁 深圳 深圳志建广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茂盛路1号志健广场一层1D-015、1D-016、

1D-026、1D-036、1D-042、1D-047号铺万宁

66 万宁 深圳 深圳万象城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路与宝安路交汇处华润中心万象城B07号万宁

67 万宁 深圳 深圳华强北九方
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1号华强北九方购物中心B1层 B166、B168号商

铺万宁

68 万宁 深圳 深圳南山万象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与沙河西路交汇处万象天地B1  55号万宁

69 万宁 深圳 深圳壹方城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壹方城购物中心B2层B2-005商铺万宁

70 万宁 深圳 深圳深业上城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路与皇岗路交汇处深业上城B1层M46&M48号铺

71 万宁 深圳 深圳海航城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片区龙岗大道与碧新路交汇处海航国兴

花园深圳海航城商业广场建筑物1层A123号商铺

72 万宁 深圳 深圳金光华B 深圳市人民南路2028号金光华广场B2层B2-005、B2-006号店

73 万宁 深圳 深圳深国投B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街（路）69 号深国投广场第 B1 层编号为

B1-37-1 的商铺

74 万宁 佛山 佛山保利水城 佛山市南海区灯湖东路20号保利水城东广场二层2A005号万宁

75 万宁 佛山 佛山新城广场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村官山二桥樵金路侧新城广场一层A2号铺

万宁

76 万宁 佛山
佛山顺德嘉信城市

广场
佛山顺德大良新城区兴顺路嘉信城市广场一期东区首层万宁

77 万宁 佛山 佛山三水广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张边路9号三水广场三座首层1642、1643、1645号

铺万宁

78 万宁 佛山 佛山大良新世界
佛山顺德区大良镇清晖路148号新世界中心商场首层1099－1101铺万

宁

79 万宁 佛山 佛山天佑城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天佑城S22-S24号铺万宁

80 万宁 佛山 佛山同济广场 佛山禅城区同济路66号首层39A号商铺万宁

RESTRICTED



81 万宁 佛山 佛山高明京柏城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东华路31号首层1F15号商铺万宁

82 万宁 佛山 佛山铂顿广场 佛山市禅城区建新路111号A11铂顿城商场负一层032-033号商铺万宁

83 万宁 佛山 佛山乐从星光城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东B270号乐从天佑城首层1C-018、1C-

019号商铺万宁

84 万宁 佛山 佛山顺联广场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33号顺联国际购物中心地下一层101号B25、

B26万宁

85 万宁 佛山
佛山三水新动力广

场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西青大道8号三水新动力广场建筑物内

一层A29、A58、A59、A60号商铺万宁

86 万宁 佛山 佛山桂城云锦广场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81号越秀星汇云锦广场二区商场

负二层 A203 号商铺万宁

87 万宁 佛山 佛山龙江碧桂园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洲西路99号碧桂园商业广场107－108

号商铺万宁

88 万宁 佛山 佛山大沥伟业广场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振兴路13号伟业华誉豪庭第13栋建筑物

内首层自编

89 万宁 东莞 东莞常平乐购 东莞市常平镇还珠沥路乐购超市S14-1号铺万宁

90 万宁 东莞 东莞常平八号广场
东莞市常平镇市场路8号广裕中心裙楼2座之八号广场首层59号自编

118号铺万宁

91 万宁 东莞 东莞樟木头天一城 东莞市樟木头镇西城路11号天一城购物中心首层1035号铺万宁

92 万宁 东莞
东莞虎门国际购物

中心

东莞市虎门镇连升中路与长德路交汇处虎门国际购物中心B1层41-45

号铺万宁

93 万宁 东莞 东莞长安万科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1号长安万科中心7栋万科广场一层L1-011、

L1-012号铺位万宁

94 万宁 东莞 东莞塘厦万科
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1号金色城市花园（万科生活广场）1层L1-

035号铺位万宁

95 万宁 东莞 东莞竂步欧尚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欧尚超市一层DGLB1039、DGLB1042号铺

万宁

96 万宁 东莞 东莞大岭山领尚
东莞市大岭山镇玉屏路11号领尚天地10号楼领尚购物广场1F1007-

1012号商铺万宁

97 万宁 东莞
东莞樟木头天和百

货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振兴街樟罗商贸城左侧商业楼 -一 层 1F-06

号商铺万宁

98 万宁 东莞 东莞松山湖万科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竹路7号万科松湖中心 （松湖

万科生活广场）一层L1-027、L1-028号铺位万宁

99 万宁 东莞 东莞大朗远大广场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社区朗东路1号远大城市广场永旺东莞大

朗店一层L122号商铺

100 万宁 东莞 东莞光大时代广场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伟路1号景湖时代花园21号楼时代城广场1层

GA001号

101 万宁 中山 中山太阳城 中山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一路23号太阳城广场014-015号铺万宁

102 万宁 中山 中山小榄118广场 中山市小榄镇向明大厦外广场一楼7,8,9号商铺万宁

103 万宁 中山 中山三乡顺昌 中山市三乡镇雅居乐新城二期商业广场D栋商城万宁

104 万宁 中山 中山金汇广场 中山火炬开发区东镇大道金汇广场步行街1层03铺万宁

105 万宁 中山 中山小榄百汇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北秀路 43号百汇时代广场1号楼一层1F034

号商铺万宁

RESTRI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