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店名

地址

电话

北京

Wagas北京三里屯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19号院(三里屯太古里8号楼3
层店铺S8-33)

010-64165829

北京

Wagas北京嘉里中心店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嘉里中心商场一楼109室

010-85296512

北京

Wagas北京来福士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01-10室

010-84098088

北京

Wagas北京富力广场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富力广场1楼A102

010-59037172

北京

Wagas北京国瑞城店

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18号1幢F1-52号

010-52593517

北京

Wagas北京金地广场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广场一层L108 L109

010-85712826

北京

Wagas北京凤凰汇店

北京

Wagas北京中粮广场店

北京

Wagas北京朝阳大悦城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99号楼1层101内G1-03A

010-85516605

北京

Wagas北京环贸店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3号楼1层09单元

010-64486820

北京

Wagas北京环宇荟店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6号楼L101-1，101-2单元

010-64448761

北京

Wagas北京英皇国际广场

北京

Wagas北京大族广场

北京

Wagas 北京万科时代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院1号楼1层40-42室

010-51077568

北京

Wagas北京枫蓝国际店

北京海淀枫蓝国际一层101-1至5号商铺

010-62232272

北京

Wagas北京中粮置地店

北京朝阳安定门外大街208号中粮置地广场1F-04商铺 010-64469100

北京

Wagas北京中关村食宝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5-10号中关村时代广场食
店
宝街1层BF1-61号店铺

北京

Wagas北京西站食宝街店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路18号F1-078/079号店铺

北京

Wagas北京中骏世界城店 北京市朝阳区金汇路8号1F,E120店铺

北京

BAKER & SPICE 王府中环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5号院24号楼凤凰汇购物中心1
010-56383226
层L130B店铺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北京中粮广场C座
010-65288590
G133-135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丁12号楼英皇集团中心111单
元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2号院9号楼1
层F1-30、F1-31号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69号一号楼王府中环111a
商铺

Baker & Spice北京官舍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官舍F111号
店
Baker & Spice北京太古 北京朝阳区太古里北区三里屯路11号院地下一层
里店
NLG51单元

010-56469880

010-63981791

010-65266580
010-85315082
010-64628760

北京

望湘园朝北大悦城店

朝阳区青年路28号大悦城7F

18652931795

北京

望湘园西直门店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嘉茂购物中心6F

18163653729

北京

望湘园大峡谷店

丰台区南三环西路16号马家堡首地大峡谷购物中心4F 18600900428

北京

望湘园金源时代店

海淀区远大路金源时代购物中心5F

15010519879

北京

望湘园龙德广场店

昌平区立汤路186号龙德广场5F

18710018369

北京

望湘园悠唐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北里2号楼悠唐购物中心4F

13718861693

INTERNAL

北京

望湘园五道口店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华联商
厦)5楼

18618382311

北京

望湘园方庄店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时代购物广场4f

18310800705

北京

望湘园回龙观店

北京

望湘园望湘园大族店

北京

望湘园远洋店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远洋未来广场6楼

18211188321

北京

望湘园永旺店

昌平区北清路1号永旺国际商城购物中心1F

17710691736

北京

望湘园通州万达店

通州区新华西街58号楼万达广场4F(北苑南路)

15834139531

北京

望湘园祥云小镇店

顺义区安泰大街9号院11号楼祥云小镇1F

15026903151

北京

望湘园丰台永旺店

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科技大道沿线永旺梦乐城4F

18310560075

北京

旺池朝北大悦城店

朝阳区青年路28号大悦城7F

18652931795

北京

旺池西直门店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嘉茂购物中心6F

18163653729

北京

旺池龙德店

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号龙德广场5F

15026903151

北京

旺池丰台永旺店

丰葆路88号院1号楼4层永旺梦乐城

13426113889

北京

旺池APM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5层548号

13439019419

北京

新元素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19号三里屯village南区19号
店
院8号楼8-3-3单元

010-64171318

北京

新元素北京丽都店

010-64335058

北京

新元素北京蓝色港湾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颐堤港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芳草地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嘉里中心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凤凰汇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万柳店

北京

新元素北京祥云小镇店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 111号华联回龙观购物中
18093822221
心三层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2号院9号楼大
17610981215
族广场购物中心三层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丽都饭店动力中心E01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湖畔美食街BS010-59051908
06号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8号颐堤港购物中心一层165
010-84200565
号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大厦LG2楼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一号嘉里中心商场一层L115单元
010-85298680
及地下一层B30单元
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汇购物中心
010-56383163
一层
北京市海淀区巴沟路2号1幢华联万柳购物中心1F

010-82568893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安泰大街9号院10号楼1层106
010-80471550
号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楼一层101内1F-08/二层
新元素北京朝阳大悦城店
010-85270035
201内2F-41
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国际商区北侧美食街
韩时烤肉（蓝色港湾）
010-59051819
韩时烤肉餐厅

北京

韩时烤肉(亚运村小营店)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小营东路甲5号楼韩时烤肉餐厅

北京

韩时烤肉(枫蓝店)

北京

韩时烤肉(华贸店)

北京

韩时烤肉(慈云寺店)

INTERNAL

010-85610378

010-84368968

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2号楼2楼203-2室韩时烤肉
010-62266258
餐厅
朝阳区清河营南街7号院5号楼华贸城商业街一层韩时
010-84920803
烤肉餐厅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苏宁生活广场第B1层第B103010-65588010
B104号商铺韩时烤肉餐厅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永外果园7号合生购物中心4层东南角
4020室
海淀区成府路五道口国际食尚苑2层韩时烤肉餐厅
韩时烤肉(五道口店)
（地铁13号线五道口A口出）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8号东环国际大厦1楼后院韩时烤
韩时烤肉(双井店)
肉餐厅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广顺南大街16号新世界百货三层
韩时烤肉(新世界店)
033100C号（地铁14号线望京南A口出）
韩时烤肉（五棵松蓝色港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B1美食广
湾店）
场（麦当劳对面）
朝阳区三丰北里2号悠唐购物广场5楼韩时烤肉餐厅
韩时烤肉(悠唐店)
（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G口出）
朝阳区东大桥路10号世界城商业街E座星美国际影城3
韩时烤肉(世界城店)
层320韩时烤肉餐厅
北京市丰台区丰科路6号万达广场5层5008号韩时烤肉
韩时烤肉（丰科万达店）
餐厅（地铁9号线丰台科技园C口出）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28号14幢双安商场五层F-506韩时
韩时烤肉（双安商场店）
烤肉餐厅
韩时烤肉（合生广场店

010-82839889
010-87751636
010-84764411
010-88199730
010-59775765
010-65858878
010-63719882
01082107989/010-

北京

韩时烤肉(鸿坤店)

北京

北京全聚德（王府井店） 王府井大街帅府园胡同9号

010-65253310

北京

星期五餐厅北京金融街店 北京市西城区金街坊街9-2号

010-66220880

北京
北京
北京

大兴区西红门鸿坤广场4层韩时烤肉餐厅

010-53556981

星期五餐厅北京友谊宾馆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贵宾楼1层
店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18号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1
星期五餐厅北京凯迪克店
层
弄堂里（枫蓝国际购物中
西直门北大街32号枫蓝国际购物中心2层
心店）

010-68498738
010-84970650
010-62236549

北京

避风塘北京通州万达店

北京

避风塘北京荟聚西红门店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大街15号三层

010-56336918

北京

避风塘北京丰台万达店

010-68828088

北京

避风塘北京房山龙湖天街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北大街 A馆5F
店

010-61377768

北京

巴黎贝甜什刹海店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29号

010-64392555

北京

巴黎贝甜五棵松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院Hi up2号021-022室

18210656585

北京

巴黎贝甜双井店

北京

巴黎贝甜顺义店

北京

巴黎贝甜圣熙8号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圣熙8号购物中心1层

010-82737978

北京

巴黎贝甜苏宁广场店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苏宁生活广场1层第106B号

010-65579095

北京

巴黎贝甜枫蓝国际

北京

巴黎贝甜搜秀店

北京

巴黎贝甜朝阳大悦城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悦城东侧1F-31A

010-85517355

北京

巴黎贝甜北京南站

北京市丰台区开阳路北京南站B1层北出口

010-83106686

INTERNAL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58号万达广场四层

010-51078028

北京市丰台区丰科路6号院万达广场四层

010-80880878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区广渠路31号家乐福1层01-04，01010-87728502
06
北京市顺义区新南大街18号博联时代商业广场1层南
010-61490316
侧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枫蓝国际中心一层南
010-62216315
门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0号搜秀城第一层113010-51671321
114号

北京

巴黎贝甜凯德晶品万寿路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51号地下商业凯德精品LG-21号

北京

巴黎贝甜北苑易事达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秋实街1号

北京

巴黎贝甜大兴绿地店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兴丰大街路口绿地中央广场一
010-80256076
层

北京

巴黎贝甜朝阳门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华普国际大厦一层

010-65804050

北京

巴黎贝甜世贸天阶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世贸天阶一层M101-103

010-65871530

北京

巴黎贝甜亚运村华堂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108号华堂商场地下一层

010-64910858

北京

巴黎贝甜凯德MALL.翠微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2号翠微嘉茂购物中心一层0101
路

010-68219569

北京

巴黎贝甜五道口

010-62666025

北京

巴黎贝甜凯德MALL.望京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嘉茂购物中心首层

北京

巴黎贝甜阳光上东

北京

荷花泰菜国贸店

北京

荷花泰菜LG双子座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已12号LG双子座大厦L510

010-51096089

北京

荷花泰菜环宇荟店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6号楼L404-3单元

010-64432261

北京

荷花泰菜东方广场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1号东方广场天地B1层

010-85186391

北京

荷花泰菜华贸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华贸中心B1层B115

010-59695060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五道口购物中心正门东侧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东B-1-1
（霄云桥东南角）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国贸商城三期北区5层
Nl5011

面包新语北京太阳宫凯德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2号太阳宫新区C区印象商
店
城01层01-10B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燕莎Mall一层F1面包新语北京金源店
1085/1086号商铺

010-68260928
010-84959062

010-64751012
010-51303960
010-65055386

010-84150431
010-88876610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上地华联店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院1号楼华联商厦1层F1-23 010-62668259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回龙观2店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育知东路30号院5号楼1层F1-18

010-56455020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富力城BT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5号富力广场地下一层

010-59037051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东方广场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

010-85186253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王府井燕莎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京新燕莎金街购物中心地
010-65307677
店
下一层MB117B号商铺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悠唐TS店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来福士BT店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INTERNAL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北里2号楼01层（01）101内f1-008 010-85628618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来福士购物中心地下1
010-84098892
层B1-01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8号院1号楼北京华联
面包新语北京亦庄华联店
010-67868354
力宝广场1号楼一层F1-01
面包新语北京长楹天街新
北京市朝阳区长楹天街购物中心B-B2-01
010-65493711
店
面包新语北京通州万达2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58号院1号楼1层146号
010-60567581
店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购物中心地下一
面包新语北京国瑞店
010-67121709
层B1-20
面包新语北京公益西桥华 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嘉园益城园14号楼华联商厦1层F1010-58310890
联店
03/04号

北京
北京

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路11号马连道家乐福一层
MLD107-110店铺
面包新语北京大兴宜家BT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宏福路临2号宜家荟聚购物中心
店
6-01-21R单元
面包新语北京马连道BT店

010-63310068
010-60200013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翠微店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2号1层101内30/31/36B号

北京

面包新语北京丰科店

北京市丰台区丰科路6号院万达广场地下一层B1009号 010-63726796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010-88633880

小大董北京侨福芳草地购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LG2层 010-85630016
物中心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北京apmC区5层518小大董北京新东安店
010-85083960
525
小大董北京三元桥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凤凰路凤凰汇购物中心3层

010-56383185

小大董北京五棵松华熙
LIVE店
翡翠拉面小笼包（金源
店）
翡翠拉面小笼包（颐堤港
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五棵松华熙LIVE商区东区B1
010-68150820
层

翡翠江南(国贸商城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东区5层

010-88870312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8号颐堤港1层

010-61841627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4层

010-85950956

BAKER & SPICE北京国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B1，SB1058号店铺
店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3号太运大厦F2，A-11号
Wagas北京君太百货店
店铺
GODIVA北京望京凯德Mall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望京凯德Mall01-01商铺
店

13810797298
010-66019332
010-84766098

北京

GODIVA北京东方新天地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A306号单元

北京

GODIVA北京荟聚店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15号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L11层
6-01-28-R-A

010-50954006

北京

GODIVA北京五彩城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8号L150b

010-62925270

北京

GODIVA北京蓝色港湾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院1号楼L-SA-03b号店铺 010-59051922

北京

GODIVA北京芳草地店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北京侨福芳草地大厦地下
二 层LG2-06 邮编100020
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18 号1 幢国瑞购物中心F1-11
GODIVA北京国瑞城店
邮编:100062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3号君太太平洋百货3层
GODIVA北京君太店
SF-A-11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星东安广场L1层L103
GODIVA北京新东安广场店
店

010-85188636

010-85625507
010-67163667
010-66173590
010-65222757

北京

翡翠江南(金地中心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3层

010-85950631

北京

翡翠拉面小笼包(凤凰汇店)
北京市朝阳区凤凰汇购物中心B1层

010-84059505

INTE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