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 城市 店铺名称 店铺地址 店铺联系人电话

1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动力在线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动力在线网羽乒专卖店 北京市海淀区体院西路甲2号西平房动力在线体育 010-62354658

2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坦尼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大成仓北京国奥精品店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号国家奥体中心北门 13911528337

3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大势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紫竹桥店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东里北路甲35-5号球友网羽专卖店 010-68473626

4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沃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沃科体育网羽专卖店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7-10号 010-68326346

5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嘉定清河路店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159号-2 13501711906

6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人民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229号107-109号 13501711906

7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同济文体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光明大道西侧乙-7号 13001394888

8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奥之龙体育用品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158号 13001394888

9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首南奔涛宁波小球中心网球场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360号(宁波小球训练中心网球场) 13967811651

10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绚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熙街强力体育 18883878798

11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沸点体育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61号 0510-82851400

12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天成文化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天成体育 江阴寿山路38号 0510-82851400

13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瑞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苏州体育中心YONEX专卖店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体育中心3楼 0512-65223559

14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瑞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苏州公园路店 苏州市沧浪区公园路70号 0512-65223559

15 江苏省 张家港市 张家港东海凯达贸易有限公司-金凯达体育 张家港人民中路体育中心金凯达体育 18915673336

16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吉睿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五台山YONEX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永庆巷路2号（张飞体育） 13814072168

17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众体实业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新奥体文体经营部 东湖区福州路70号 0791-86295336

18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奥森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济南锐驰体育用品总汇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20286号山东省体育中心游泳馆东门一楼南区 18605318271

19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总店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96号 18971087718

20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二店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6号滔博运动城一楼 18971087718

21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浩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武汉浩泰体院店 武汉市武昌区珞瑜路461号武汉体院东门32号1楼 13971509623

2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新华路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027-85795099

23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销品茂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027-52344063

24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咸宁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0715-8148332

25 湖北省 武汉市 潞之友体育发展（武汉）有限公司-华侨城运动中心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1860270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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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韶光体育工程有限公司器材分公司体委一店 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20号 0731-84517395

27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体委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0731-84559002

28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兄弟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15387520429

29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仟维经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2-23店面 0592-5322757

30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斯威特体育用品商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13503812285

31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英开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1座909室 18695906005

32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市让胡路区大永百年体育用品商店-大永百年体育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0459-5519012

33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市让胡路区大永百年体育用品商店-唐人中心店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13359618133

3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力龙文化体育用品经贸有限公司-力龙体育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0451-82711910

35 吉林省 延吉市 吉林省延吉市日本尤尼克斯运动用品商店-延吉YONEX运动用品店 延吉市太平街2456号市府花园一楼 0433-5088758

36 吉林省 辽源市 辽源市龙山区天翼体育文化用品商店-天翼体育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0437-3221105

37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干线店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民主路225号（新干线店） 024-23525088

38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元素店 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45号运动元素 024-23525088

3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华府店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13889107070

4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北陵店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13889107070

41 辽宁省 盘锦市 盘锦新动力商贸有限公司-盘锦新动力体育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18604270900

42 辽宁省 辽阳市 辽宁合景商贸有限公司-辽阳新动力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1006单元 0419-2131366

43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省体二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八号附15号 028-85576222

44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穗蓉体育-YONEX专卖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十六号附15号 028-86639189

45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东坡路球馆店 成都市东坡路333号 028-81720610

46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德洛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YONEX专柜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10号华润大厦1503B室 13258285277

47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玉溪市赛点体育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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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日月广场店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日月广场L-126 0898-32889226

49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琼海爱华馆店 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小区 13907551811

50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昌江石碌店 昌江县石碌镇东风路36号9栋103铺面 13907551811

51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东方八所店 东方市八所镇体育馆首层东海路1号 13907551811

52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体育馆店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6号海口体育馆1楼 0898-68581577

53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沙店 海口市市辖区东沙路华兴宾馆一楼 0898-66769377



54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望海国际广场店 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望海国际广场4楼 0898-66594211

55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三亚嘉健店 三亚市光明路66号 13907551811

56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体育软件小镇YONEX球馆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大运软件小镇YONEX球馆 0755-83260321

57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大生体育总店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深圳体育场9区3-5大生体育 0755-83260321

58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大生体育龙岗店 深圳市龙岗区赛场路龙岗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0755-23823401

59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路友体育 深圳市南山区杜鹃山东街2号(华侨城体育文化中心商品部) 0755-82902049

60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常达体育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社区新街路15栋21号 13431226994

6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梦之岛百货水晶城YONEX商场专柜 南宁市青秀区梦之岛百货水晶城店 0771-5567040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亚太体育商场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2号（市体育局大院内） 0771-2830696

6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百货大楼专柜 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南宁百货大楼北楼6层 0771-2098932

6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亚太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亚太体育总店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0-7号奥体宾馆旁 0771-2830696

65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裕林体育 包头市青山区体育馆道四十八中底店 0472-5166599

66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裕林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奥体中心店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奥林匹克中心网羽气膜馆内 18004722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