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店名

地址

电话

上海

wagas上海中区广场店

上海市黄陂北路227号中区广场1楼101室

021-53752758

上海

Wagas上海中信泰富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168号地下一层11A室

021-52925228

上海

Wagas上海虹桥万都中心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86号108室

021-52081978

上海

Wagas上海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6号3号楼

021-50192007

上海

Wagas上海胶州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265号1楼

021-62720353

上海

Wagas上海96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96号171单元

021-61940298

上海

Wagas上海普陀巴黎春天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55号L102室

021-31315008

上海

Wagas上海东湖宾馆店

上海市徐汇区东湖路7号

021-54661488

上海

Wagas上海古北家乐福店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268号

021-62755250

上海

Wagas上海缤谷广场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41号105室

021-32098930

上海

Wagas上海大悦城店

上海市西藏北路19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北楼）1层102021-36538871
15号

上海

Wagas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 N1-22

021-62521509

上海

Wagas上海环智国际大厦店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410-416号

021-33315286

上海

Wagas上海正大乐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699号2-104-1

021-60671630

上海

Wagas上海陆家嘴环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188号L1商铺

021-68685296

上海

Wagas上海大学路店

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67号

021-35365698

INTERNAL

上海

Wagas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1层1051&1053室
店

021-52737860

上海

Wagas上海悦达889广场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89号一层5室

021-62329778

上海

Wagas上海宝地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55号宝地广场D栋一层109单元

021-60259360

上海

Wagas上海花木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252号101室

021-60930667

上海

Wagas上海百盛优客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889号百盛优客城市广场地下一层
021-62260252
B1E04

上海

Wagas上海江苏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58号舜元大厦106单元

021-62031038

上海

Wagas上海环球港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上海环球港一层L1045L1047

021-52995677

上海

Wagas上海东亚银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1层
021-68911108
01A室

上海

Wagas上海壹丰广场店

上海市四川北路1363号壹丰广场L1-A01\B01\B02单元

021-56371165

上海

Wagas上海大宁国际店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191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101105D单元

021-55151983

上海

Wagas上海长风大悦城店

普陀区大渡河路196号111-04/110室

021-61479021

上海

Wagas上海建发广场店

上海杨树浦路266号建发国际大厦一层（近秦皇岛路） 021-55950177

上海

Wagas上海绿地缤纷城

上海浦东新区中科路820号绿地张江缤纷城106-107室

021-68820708

上海

Wagas 复兴路店

上海黄浦区西藏南路569号102-A室

021-23123799

上海

Wagas 汇京广场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555号汇京国际广场一层104-107
021-52667697
单元

上海

Wagas上海品尊国际店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58弄23、24号A区一层商铺 (品尊
021-62277629
国际）

上海

Wagas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虹口(B)01层
16/17号商铺

INTERNAL

021-56661009

上海

Wagas江浦路店

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路1515号A103室

上海

Wagas静安大融城店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1111弄1号楼静安大融城购物中心
021-56669795
一层L101-1商铺

上海

Wagas浦东大拇指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99弄证大大拇指广场31号

上海

Wagas上海漕河泾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1528号7幢1层01商业101F1室商铺 021-64180511

上海

Wagas上海金钟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98号101E室

上海

Wagas上海大宁音乐广场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777号大宁中心广场1号楼1楼

021-56551771

上海

Wagas上海虹桥龙湖天街店 上海闵行区申长路869号1层02（A-1F-02）单元

021-52271788

上海

Wagas上海幸福里睿园店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353号6号楼南楼108室

021-64171517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柒彩
里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8号1层102-103室

021-62365309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陆家
嘴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77号1层117单元

021-58956129

上海

BAKER & SPICE 置汇旭辉
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2389弄4号1层04室
LCM店

18616986550

上海

BAKER & SPICE 凯德晶萃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268号01层20号
LuOne店

18661006556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安福
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195号1楼

021-54042733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商城
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118室东塔

021-62898875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国金
中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IFC商城LG1层16单元 021-33939981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K11购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300号K11艺术购物中心B127物中心店
129

021-63123361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丰尚
国际店

021-54412916

INTERNAL

上海市闵行区运乐路571号175室

021-55081167

021-50336277

021-63463380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虹桥
南丰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商场1-L113，2-L112单元

021-62371189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西康
189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89号上海189弄购物中心一层
L109B-L110商铺

021-52993783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仲盛
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城地上1层110A
021-54888318
单元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长宁
来福士店

上海市长宁路1123号长宁来福士广场E01层16-17号商
铺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WPP达
上海市恒丰路379号达邦协作广场L102单元
邦协作广场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尚悦
湾广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幢66号尚悦湾广场1层101A单元 021-68398007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尚悦
湾广场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2号世纪汇广场LG1层018号商
021-68903500
铺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白玉
兰广场店

上海虹口区东长治路588号上海白玉兰广场1层L1-13商
021-65128871
铺

上海

BAKER & SPICE上海黄浦
日月光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1F-XJH02，1F-XJH04室

021-54488530

上海

LOKAL上海武康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202号

021-54665890

上海

LOKAL湖滨道店

上海市湖滨路150号湖滨道购物中心一层E06单元(近吉
021-63290217
安路）

上海

望湘园潍坊店

浦东新区潍坊路118号

13681701461

上海

望湘园宏伊店

黄浦区南京东路299号 宏伊国际广场6F

13764151576

上海

望湘园天钥桥店

徐汇区天钥桥路580号 星游城3F

13816051841

上海

望湘园长宁龙之梦店

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 龙之梦购物中心蓝中庭5F

15601708521

上海

望湘园大宁店

闸北区共和新路1978号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9座4F

13524048583

上海

望湘园中环店

普陀区真光路1288号 中环百联广场4F

13916488493

INTERNAL

021-32030336

021-32126269

上海

望湘园闸北大悦城店

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 大悦城南区7层

15000111217

上海

望湘园江桥万达店

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 万达广场3F

18817219369

上海

望湘园百联西郊店

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 百联西郊3F

18616930373

上海

望湘园莘庄龙之梦店

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 凯德龙之梦购物中心2F

18221734108

上海

望湘园长寿路店

普陀区长寿路159号 巴黎春天6F

17717522205

上海

望湘园我格广场店

普陀区武宁路101号 我格广场5F

13817023747

上海

望湘园安亭店

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号 嘉亭荟广场3F

13816411531

上海

望湘园宝山万达店

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88弄1号 万达广场4F

18621741796

上海

望湘园南方商城店

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 南方商城5F

18267191590

上海

望湘园周浦万达店

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路437号 万达广场3楼

13818999845

上海

望湘园七宝店

闵行区漕宝路3509号 汇宝购物广场8F

16603763872

上海

望湘园开元地中海店

松江区新松江路927弄 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3层3052-B 18516718987

上海

望湘园百联南桥店

奉贤区南桥镇百齐路588号 百联南桥购物中心3F

15821728336

上海

望湘园松江万达店

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弄 万达广场3F

13661852241

上海

望湘园长泰广场店

浦东新区金科路2889号 长泰广场东区3座2层

13122042093

上海

望湘园金山万达店

金山区龙皓路1088号 万达广场3楼

15656732791

上海

望湘园顾村正大乐城店

宝山区陆翔路111号 绿地正大乐城2层

13671734516

INTERNAL

上海

望湘园紫荆广场店

杨浦区控江路1628号 紫荆广场L6-02

18321625970

上海

望湘园五角场店

杨浦区政通路189号 万达广场特力时尚汇5F

13816532669

上海

望湘园宝乐汇店

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F5层F511
15900765143
号

上海

望湘园碧江广场店

闵行区鹤庆路900号 碧江广场2号3楼

18238098580

上海

望湘园嘉定百联店

嘉定区澄浏中路3090号 嘉定百联购物中心3楼

13816158859

上海

望湘园虹口龙之梦店

虹口区西江湾路338号 凯得龙之梦A03层13号

13524285462

上海

望湘园百联川沙店

浦东新区川沙路5398号 百联川沙购物中心3楼

13651712577

上海

望湘园颛桥万达店

闵行区颛桥镇颛兴东路1559号 颛桥万达广场4楼

13917272186

上海

望湘园唐镇阳光城店

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高科东路777号 阳光天地3楼 13651712577

上海

望湘园静安大融城店

静安区沪太路1111弄10号 静安大融城1号楼3F

15800822717

上海

旺池安亭店

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号嘉亭荟广场4楼

18217319212

上海

旺池光启城店

徐汇区宜山路425号光启城时尚购物中心4楼

18451360469

上海

旺池正大乐城店

徐汇区东安路599号绿地正大乐城2楼

15021785991

上海

旺池长泰广场店

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号长泰广场2楼

13122042093

上海

旺池世博源店

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368号世博源1区G层

17721388966

上海

旺池顾村公园店

宝山区陆翔路111弄正大乐城2楼（镜泊湖路）

13671734516

上海

旺池宝乐汇店

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F5层F511

15900765143

INTERNAL

上海

旺池联洋广场店

浦东新区芳甸路联洋广场A区二层A208-2

上海

旺池上海世纪汇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2号世纪汇广场5楼-019号 021-58649337

上海

新元素上海金桥店

上海市红枫路331号

021-33821700

上海

新元素上海南京西路店

上海市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112室

021-62798682

上海

新元素上海淮海中路店

上海市淮海中路1028号嘉华坊4楼至5楼（东湖路）

021-54038865

上海

新元素上海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富城路口正大广场底层西北角

021-50472060

上海

新元素上海西藏南路店

上海市寿宁路98号永银大厦6楼

021-63343598

上海

新元素上海环球中心店

上海市世纪大道100号2楼205室

021-68774001

上海

新元素上海嘉顿广场店

上海市延安西路2088号7幢一层B101.102.103.105单元
021-60837436
商铺

上海

新元素上海浦东嘉里城店 上海市花木路1378号浦东嘉里城1楼

021-20222537

上海

新元素上海新天地店

021-63260950

上海

新元素上海静安嘉里中心
上海市南京西路1551号静安嘉里中心1楼
店

上海

新元素上海悦达889店

上海市万航渡路889号悦达889广场壹层L1-15室及地下
021-62877716
一层B1-08B室

上海

新元素上海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61号E1楼07室

021-58608030

上海

新元素上海七宝万科店

上海市漕宝路3366号“上海七宝万科广场”商场1层
L109A+L109D号单元

021-61157126

上海

新元素上海瑞虹新城店

上海市虹口瑞虹路188号月亮湾商业广场一层L122A商铺 2165126615

上海

大茴香上海南丰城店

上海市遵义路100号丰尚街

INTERNAL

上海市太仓路181弄新天地北里18号楼02单元

13641844445

021-61398297

上海

大茴香上海大悦城店

上海

大茴香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市世纪大道100号2楼208、209
店

上海

大茴香上海浦东长泰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长泰国际商业广场1层

021-68822820

上海

大茴香上海七宝广场店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L502B+C(CGV电影院旁）

021-52231337

上海

翠华餐厅富民店

上海市徐汇区富民路291号102B室 翠华餐厅

021-61701282

上海

翠华餐厅日月光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A01-04铺 翠华餐厅

021-64660030

上海

翠华餐厅永新坊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131号永新坊133号地铺 翠华餐
021-64278550
厅

上海

翠华餐厅长寿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97号世纪商务大厦地铺 翠华餐厅 021-62175528

上海

翠华餐厅船厂店

上海市 徐汇区船厂路28号5-111,5-113,5-203室 翠华
021-60672608
餐厅

上海

翠华餐厅五角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58号万达广场1层1118铺 翠华餐厅 021-35360191

上海

翠华餐厅四川北路店

上海市虹口区衡水路206、210、216、218、226、228
、232号一层；220、222号二层翠华餐厅

上海

翠华餐厅世博源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368 号 世博源3 区地下一层
021-68380203
3G32 地铺 翠华餐厅

上海

翠华餐厅正大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6楼6F10室
翠华餐厅

021-58368886

上海

翠华餐厅长泰店

浦东新区金科路2911、2921 号 长泰广场10 座1 层
1W31 单元 翠华餐厅

021-58366966

上海

翠华餐厅宝山正大

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05-109号正大乐城1层1F014-017 翠华餐厅

021-66220280

上海

翠华餐厅地中海店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927弄3065、3066、3067室（开
021-33558068
元地中海商业广场） 翠华餐厅

上海

翠华餐厅维璟广场店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507号 维璟广场一层01-022X1，01-022-X2
翠华餐厅

INTERNAL

上海市西藏北路198号9楼

021-36325177

021-60912728

上海

翠华餐厅丁香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880弄 丁香国际商业中心LG208
021-68582902
室 翠华餐厅

上海

翠华餐厅长宁来福士

上海市长宁区1139号长宁来福士东区EB106 翠华餐厅

021-61157210

上海

翠华餐厅国金店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C座地下二层LG2-45&46室
翠华餐厅

021-60477591

上海

金玡居上海静安店

上海市南京西路1515号嘉里中心南区2层03号

021-52996568

上海

金玡居上海正大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东区7层

021-58357713

上海

金玡居南丰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南丰城南区211号

021-62338825

上海

金玡居上海港汇店

上海市虹桥路1号港汇广场5楼538号

18217583783

上海

避风塘上海虹口海宁路店 上海市海宁路358号

021-6393556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嘉定城中路店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138号罗宾森广场

021-599215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青浦奥莱店

021-597583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青浦吾悦广场
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大道218号四层
店

021-598031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杨浦滨江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399号二层
店

021-559597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紫荆广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628号紫荆广场6层

021-651532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嘉定店

上海市嘉定区仓场东路382号百联嘉定一层

021-5352065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金山店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168弄99号百联金山购物中心一
021-67229738
层

上海

避风塘上海金山万达店

上海市金山区龙皓路1088号金山万达三层

021-3731105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奉贤店

上海市奉贤区百齐路288号百联南桥购物中心

021-37569578

INTERNAL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C区四楼---C419

上海

避风塘上海奉贤宝龙店

上海市奉贤区航南公路5639号奉贤宝龙广场2号楼三层 021-336571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宝乐汇店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号5层

上海

避风塘上海长宁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八层

上海

避风塘上海武宁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101号我格广场二层（近沪西工人
021-32520348
文化馆）

上海

避风塘上海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张杨路3611弄2号楼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一、
021-20233788
二层

上海

避风塘上海周浦万达店

上海市上海浦东新区年家浜路437号周浦万达广场三层 021-382315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世博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源世博大道1368号二区一层

021-310786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901号长泰广场一层

021-688205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三林金谊广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4467弄20号金谊广场二层
店

021-683700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浦建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巴黎春天四层

021-506507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世纪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928号B1层

021-503703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川沙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5398号百联川沙四层

021-5096906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锦江店

上海市长乐路175号

021-646706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金玉兰店

上海市打浦路1号

021-539613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日月光店

上海市徐家汇路618号日月光中心四层

021-3469095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南方商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南方商城东侧一层（近停车
021-34536318
场）

上海

避风塘上海莘庄仲盛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城四层

INTERNAL

021-66220058

021-62110918

021-346335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七宝宝龙店

上海

避风塘上海虹桥龙湖天街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799号虹桥龙湖天街二层
店

021-3471081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松江地中海店 上海市新松江路927弄松江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三层

021-676482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松江城区店

上海市松江区松汇中路568号乐颂坊B座一、二层

021-370272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松江万达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弄松江万达购物中心三层

021-6788109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宝山龙湖天街
上海市宝山区丹霞山路50弄1号四层
店

021-3619985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颛桥万达店

021-529621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五层

021-560300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静安寺店

021-6253771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又一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六层

021-5566925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南汇店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民东路2635弄

021-682450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徐汇店

上海市华山路2038号百联徐汇商业广场三层

021-648670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光启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55号光启城时尚购物中心四层

021-6029350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江桥万达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1号江桥万达广场三层 021-5997631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安亭店

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弄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一层 021-695036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上海大悦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7号大悦城八层

021-3639217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大宁店

021-36569958

INTERNAL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299弄七宝宝龙城市广场一、二层 021-60159208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2700号万达广场四层

上海市愚园路150号（久光百货北面）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2008号12座5层

上海

避风塘上海大华店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路518号大华乐购一层

021-539316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宝山万达店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88弄三层

021-630906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西郊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二层

021-521940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天山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89号百盛优客城市广场五层

021-622877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中环店

上海市普陀真光路1288号

021-61392368

上海

避风塘上海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市中山北路3300号 月星环球港B1层

021-5298009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上海八佰伴店 上海市浦东张杨路501号浦东八佰伴九层

021-583659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联洋店

上海

避风塘上海文峰购物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801号二层
店

021-503702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百联东郊店

021-5856703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高行万嘉广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1881号万嘉商业广场二层
店

021-58307388

上海

避风塘上海闵行龙之梦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闵行龙之梦广场三层

021-2428206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七宝凯德店

021-64067528

上海

避风塘上海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600号万达广场四层

021-65385028

上海

上海国金中心店元气寿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8号LG2-58-59号铺

021-68815808

上海

上海月星环球港店元气寿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地下二层
司
B2051B2052B2053铺

021-60253002

上海

上海南方商城店元气寿司

INTERNAL

上海市浦东芳甸路300号联洋广场B区一层（大拇指广场
021-33926738
对面）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420号一层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655号七宝凯德购物中心一层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上海百联南方购物中心五楼
021-34970062
017商铺

上海

一风堂上海国金IFC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8号LG1-79-80号铺

021-20280328

上海

一风堂上海嘉里中心店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218号嘉里中心SB1-15号

021-62992807

上海

一风堂上海环贸IPM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环贸广场LG2-235号铺

021-54661780

上海

一风堂上海美罗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111号美罗城地下一层A区B1-41
021-34772066
号铺

上海

千两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店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218号静安嘉里中心SBI-18号

021-62999115

上海

千两上海环贸IPM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环贸广场4层419号铺

021-54667806

上海

丼丼屋港汇恒隆广场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号港汇恒隆广场六层606号铺位

021-64476070

上海

Blue Tree 蓝之树 （淮
海路店）

黄浦区淮海中路191号（近普安路）

021-63138177

上海

Blue Tree 蓝之树 （湖
滨路店）

黄浦区湖滨路168号企业天地3号楼1层（近顺昌路）

021-63370577

上海

Blue Tree 蓝之树 （外
滩金融中心店）

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88号（近枫泾路）

021-63353696

上海

醉东嘉里店

南京西路嘉里中心北区3楼N3-26

021-52715727

上海

醉东港汇店

虹桥路1号港汇恒降广场北(L)区5F-540

021-54660118

上海

六月半上海嘉里店

南京西路1515号静安嘉里中心北区2层N2-20

021-32120775

上海

巨说还不错96广场店

东方路796号九六广场1楼2号门

021-60470969

上海

巨说还不错南丰城店

遵义路122弄66号2-L108单元

021-52188517

上海

一茶一坐（安亭店）

嘉定(区) 墨玉南路1055号一层122 室

69503618

上海

一茶一坐（百联中环店） 普陀区真光路1326号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 4F

INTERNAL

61392130

闸北区共和新路199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11座三楼31166315339
315

上海

一茶一坐（大宁店）

上海

一茶一坐（光新乐购店） 普陀区中山北路1855号光新乐购项目内

52126751

上海

一茶一坐（虹口龙之梦
店）

上海西江湾路388号A05 21-22-23-24号

56322193

上海

一茶一坐（淮海路巴春
店）

黄浦区淮海中路939号-949号1号楼5层#11-15铺位

33628107

上海

一茶一坐（江桥万达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1号3038-3039室

60767041

上海

一茶一坐（金桥店）

20233075

上海

一茶一坐（七宝万科店） 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万科广场3楼L338单元

上海

一茶一坐（瑞虹店）

上海

一茶一坐（塘桥巴春店） 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3楼84号铺位

51925022

上海

一茶一坐（星游城店）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580号2层01-02室

61619791

上海

一茶一坐（杨高店）

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128号正大生活馆YZ1-056+YZM-009
62679227
号商铺

上海

一茶一坐（中山公园龙之
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7楼7202B
梦店）

上海

一茶一坐（仲盛店）

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上海仲盛世界商城4F410C、433A
号

34633383

上海

一茶一坐（紫荆广场店） 控江路1628号紫荆广场三楼3-15号（新华医院对面）

65800316

上海

藻想鱼见你八佰伴

上海市张杨路501号八佰伴8楼

021-20559666

上海

藻想鱼见你百联又一城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6楼

021-65682208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漕宝路33号徐汇日月光中心商场 B1 层B1-05 号
徐汇日月光店

INTERNAL

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号七座一楼

63895283

虹口区临平路123号瑞虹新城二期商场1层30单元&2层20
61237547
单元

52387307

021-34197905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七宝万科广场B1F
七宝万科店

021-67337139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3F
环球港店

021-62662660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6F6035-6043
长宁龙之梦店

021-52380026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长宁区遵义路100号南丰城4F
南丰城店

021-62039777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217号5F
百联世纪店

021-68902782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弄7号3F（金桥路）
金桥国际店

021-58465877

上海

左庭右院上海打浦桥日月
卢湾区 徐家汇路618号日月光中心广场4F(近打浦路)
光店

021-33683279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广场B1-23
虹口龙之梦店

021-56703197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南京东路800号东方商厦9楼
新一百店

021-63777708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河南中路新世界大丸百货B2a-02室
新世界大丸百货店

021-53860550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上海
杨浦区翔殷路1099号合生汇国际广场4F
五角场合生汇店

021-65570027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海五
杨浦区 政通路189号万达特力时尚汇4F
角场特力屋店

021-65880157

上海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长宁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23号B1层14号
来福士店

021-62990395

上海

富罟河豚料理来福士店

上海

富罟河豚料理正大广场店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05F层5F24-26A

021- 68386905

上海

富罟河豚料理大宁店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2008号517室

021-63065702

上海

小大董上海LuOne凯德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268号LuOne凯德晶萃广场5层24
021-63777817
号

INTERNAL

上海市长宁路1123号（E）04层13号（长宁来福士广
场）

021- 62990673

上海

多乐之日虹泉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虹泉路1078号8幢井亭天地生活广场1F

18516171484

上海

多乐之日莘朱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场B1层F17

18616509197

上海

多乐之日牡丹江路店

上海宝山区牡丹江路1258号易买得A区1楼

15800473271

上海

多乐之日大渡河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96号长风大悦城1层L1-27-38

13901855716

上海

多乐之日浦北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99号中星城1楼

13918242202

上海

多乐之日真华路店

上海市宝山区真华路950号1楼（近大华二路）

13482812268

上海

多乐之日中潭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潭路41号

13586721886

上海

多乐之日愚园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08号（近胶州路）

15821286845

上海

多乐之日陆家浜路店

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100号新邻生活站1层1F-01A号 021-31011914

上海

多乐之日田林东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75号汇阳广场1楼

13818591337

上海

多乐之日天山汇金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900号汇金百货1楼106室

13524970822

上海

多乐之日宝山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180号1屋-1室

15821894410

上海

多乐之日真北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818号近铁城市广场北区地下二楼
13818203235
N-B2-02A+B室(近13号线真北路站3号出口)

上海

多乐之日江场路店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628号紫荆广场1楼

上海

多乐之日控江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228弄上海协信星光广场北里1楼
13641642659
NL147

上海

多乐之日莘松路店

上海市松江区莘松路1266号亚繁亚乐城东区1层

15026985078

上海

多乐之日江湾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路99号尚浦商务中心5幢1楼104A

15921531393

INTERNAL

18016212338

上海

多乐之日宁国路店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399号百联滨江购物中心

上海

多乐之日东方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367号富都广场一层L1-1B单元 17717060805

上海

多乐之日仙霞西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1F 1102号铺位

13564118617

上海

多乐之日金钟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68号SOHO11号楼11-105室

13816993627

上海

多乐之日丁香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880弄丁香国际商业中心LG2层113602177030
23号、25-31号地下二层B210-1+2+3+4+5单元

上海

多乐之日七莘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507号怡丰城地下一层B1005

15021098163

上海

多乐之日铜川路分店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66号品尊·和美广场地下一层

021-52831077

上海

多乐之日铜川路二分店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1688号乐购真北店1层

15921263645

上海

多乐之日陈行公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688号华侨城商业中心一层110
13761916796
铺位

上海

多乐之日虹桥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777号汇京广场一楼102

13817998613

上海

多乐之日鹤庆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1楼1075、1077室

13901711749

上海

多乐之日丹霞山路店

上海市宝山区丹霞山路50弄1号1F-31号

13621652034

上海

多乐之日锦尊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521号1层

15905237743

上海

多乐之日申长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988弄7号102A室

13671731651

上海

小大董LuOne凯德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268号LuOne凯德晶萃广场5层24
号

上海

Diva Life上海正大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正大广场7楼

13761032905

上海

Diva Life上海晶品店

15800520027

INTERNAL

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愚园路68号晶品购物中心LG1

15021771275

021-63777817

上海

Diva Life上海徐汇日月光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8号日月光B2
店

上海

Diva Life上海旭辉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1-2号置汇旭辉广场购物
18857729802
中心B1

上海

大茴香SOHO复兴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277号B栋102室

021-63318668

上海

一风堂浦东世纪汇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2号LG1022+023号铺

021-68406679

上海

金玡居上海环贸店

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近陕西南路环贸iapm商场6楼611
18217583783
号

上海

彼得家厨房岳阳店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1号

13641771842

上海

彼得家厨房晶品店

上海静安区愚园路68号B1(LG1)35B

15240005870

上海

彼得家厨房久光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18号B1F-SB05-1

13720950024

上海

彼得家厨房K11店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B2-B237

15821094348

上海

彼得家厨房高岛屋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38号B1-050-2

15900745625

上海

彼得家厨房维景店

上海市七莘路1507号上海怡丰城B1-003号

17521696495


上海

彼得家厨房百联世纪店

上海市张杨路982号B2层G59-B02-1-012J

15090617921

上海

彼得家厨房环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B110

17602191175


上海

彼得家厨房长宁来福士店 上海市长宁路1123号(E)B1层K01号

15050949352

上海

彼得家厨房尚嘉店店

15921058036

上海

彼得家厨房徐汇太平洋店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932号B1F

上海

彼得家牧场宝乐汇店

INTERNAL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99号B2-A-011b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69室宝乐汇生活时尚广场
B135B

13728747430

15135779897

18051341135

上海

彼得家牧场又一城店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B1

15517680172

上海

彼得家牧场塘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B1

15695291996

上海

彼得家牧场百盛优客店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889号B1E0201

15800620086

上海

GODIVA上海来福士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B1层B1-09

021-63300615

上海

GODIVA上海美罗广场店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111号第一层A区1-1C单元

021-64328502

上海

GODIVA上海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是杨浦区淞沪路77号万达广场地下一层B-08号

上海

GODIVA上海宝山万达店

上海

GODIVA上海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A)01层09号

021-56519703

上海

GODIVA上海南方商城店

021-54435993

上海

GODIVA上海大宁国际广场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189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层
店
113室

021-56630552

上海

GODIVA上海静安嘉里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238号静安嘉里中心地下一层
店
SB1-09号单元

021-62498125

上海

GODIVA上海长泰广场店

021-50802618

上海

GODIVA上海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L1105号

上海

GODIVA上海金桥国际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弄5号102室金桥国际商业广
021-50200936
场

上海

GODIVA上海新天地店

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181弄2，3，5号楼03,04,06单元1
021-63360126
层

上海

GODIVA上海大中里店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216弄1-33号

021-62179593

上海

GODIVA上海世纪大都会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217号1层101室之G59-F010-026室

021-50937017

INTERNAL

021-52555696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一二八纪念路936号万达广场壹
021-56552093
楼1017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388号南方商城1楼13003店铺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1号1层02-108室

021-62866709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99号宏伊广场第一层S110B,S-111单元

上海

GODIVA上海宏伊广场店

上海

GODIVA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店
2FNO.221

021-68777792

上海

GODIVA上海七宝万科店

上海市漕宝路3366号地上一层L130号单元

021-63895341

上海

GODIVA上海亦欧莱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申迪东路88号
L11单元

021-58338279

上海

GODIVA上海南丰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L103A

021-52868623

上海

GODIVA上海万象城店

上海市吴中路1599号万象城L1层L135c店铺

021-52262118

上海

GODIVA上海浦东嘉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一层L128单元及L129b单
021-58943650
元

上海

GODIVA上海青浦奥特莱斯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第1层Z07-B01-1-094
店

021-33863208

上海

GODIVA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８号国际金融中心地下二层
店
LG2- 36及37号店

021-38711075

上海

GODIVA上海合生汇店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2228号地上一层44B号房屋

021-65253320

上海

GODIVA上海96广场店

东方路796号96广场一层165单元

021-68782085

上海

GODIVA上海西郊百联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购物中心1层307室 021-52980212

上海

GODIVA上海中山公园龙之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一层1017号铺位
梦店

021-55256130

上海

GODIVA上海环贸广场店

021-54669065

上海

弄堂里（上海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8F

021-52806857

上海

弄堂里（上海颛桥万达
店）

021-33581592

上海

弄堂里（上海大融城店） 静安区沪太路静安大融城1号3F-312

INTERNAL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环贸广场4层L409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颛桥万达广场4楼4011

021-63390570

021-56703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