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城市 店铺名称 店铺地址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博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博宽体育双桥专卖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双桥路302号博宽羽毛球馆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博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博宽体育嫩江专卖店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2554号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奥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健体育天河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天河汇东区02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元启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翠微商场（公主坟店） 北京市海淀区公主坟复兴路29号4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元启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双安商场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38号-双安商场4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元启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金源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B1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天元启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翠微商场（牡丹园店）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3层尤尼克斯专柜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总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24号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百世威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20号百世威运动城一楼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新华路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5号滔搏运动城二楼楚天专柜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楚天运动频道青山店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92附8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星河运动营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510号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圣意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武钢体育馆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仁和路111号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海金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66号首层4-5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海金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海珠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仲恺路628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深河茂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何茂体育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块玉北街1-1号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万博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万博中心商业街87号天河城百货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国金友谊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3楼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环市友谊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号世贸大厦4楼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广百旧翼六楼YY专柜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中怡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0中怡时尚购物中心五楼YY专柜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天河城总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天河城五楼运动营YY专柜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悦凯贸易有限公司-荔湾体育馆店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54号荔湾体育馆内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新华路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7号纵横体育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纵横体育珞喻路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0号-2纵横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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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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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新华路店 武汉市江汉区汉口新华路体育场18-2号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销品茂店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销品茂3楼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咸宁店 咸宁市咸安区咸宁大道50-1号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仟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崇仁路专卖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247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元国顺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元国顺(友谊宾馆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康仕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利生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01号3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虎啸贸易有限公司-宝山店 上海宝山区海江路426号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虎啸贸易有限公司-虹口店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326号-2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虎啸贸易有限公司-宝羽汇球馆店 上海市 宝山区 盘古路701号宝羽汇运动馆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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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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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体育局店 金水区健康路任寨北街河南省体育局旁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100Yonex专厅 金水区健康路116号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国际网羽乒店 金水区健康路99-14号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人民路丹尼斯店 管城区人民路丹尼斯3号馆1楼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超继总店 金水区健康路省体育馆西门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经三路店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经三路西北角超继运动奥特莱斯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商城路店 河南省郑州市商城路231号市体育馆南门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继超商贸有限公司-宝龙城市广场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东路33号宝龙城市广场内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新一百商场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石头道街118号,5F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宝博YONEX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街85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华燕奥特莱斯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95号,4F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卓展购物中心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安隆街106号,5F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百盛购物中心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69号,4F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宝博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麦凯乐总店专卖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73号,4F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前前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前前体育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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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DC体育-YONEX专卖店（青浦球馆店）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378号7号楼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DC体育-YONEX专卖店（七宝店） 上海市闵行区农南路182号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DC体育-YONEX专卖店（华新球馆店） 华徐公路3029弄88号DC羽毛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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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大生-大生体育总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泥岗西路网球中心室内馆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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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琪乐万达店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万达商业中心3幢2单元214室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天意体育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天意YONEX专卖店 西安市碑林区体育场运动商城B-10号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天意体育工程有限公司-真爱年华球馆店 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中段38号(西安博物馆对面)

山东省 临沂市 山东琅琊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总店 临沂市兰山区中国体育用品城1栋9号

山东省 临沂市 山东琅琊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尤尼克斯专卖店 临沂市兰山区新华一路中段(体育场西门)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市竞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竞业体育旗舰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408之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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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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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店 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18号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韶光体育工程有限公司器材分公司红土网球公园店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红土网球公园内

浙江省 义乌市 义乌市大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大成体育 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三区58号门4楼5街28718-2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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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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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号-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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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穗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杰喜美球馆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乐北街8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YONEX和嘉天健羽毛球馆专卖店 成都市双流区双楠大道下段14号蛟龙管委会内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YONEX专卖店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18号附6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广汉YONEX专卖店 四川省广汉市九江路一段102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劲浪金开YONEX专柜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西段16号劲浪金开运动城6楼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锦江球馆店 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45号

陕西省 西安市 宝荣体育轶飞运动尤尼克斯专卖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省体育场B区28号

陕西省 西安市 宝荣体育 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店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168号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汇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创体育 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16-18号新创体育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汇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体育场路店 温州市鹿城区温州体育中心西-10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汇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超力体育 瑞安市瑞湖路235号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汇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平阳羽凡专卖店 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文体中心2楼羽毛球馆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原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沈阳市沈河区网羽体育用品商店 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138号（YONEX）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原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沈阳赛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铁西区德工街19号（原动力体育）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原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民主路225号-1(原动力体育）

广东省 广州市 夺标体育-海印体育精品廊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31号海印体育精品廊H03、04铺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力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来方舟蘑菇城综合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水东路中天未来方舟开心蘑菇城A馆L2-07贵州力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芜湖专厅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民生路3号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专卖店 江苏省南京市百步坡6号101室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强威体育专厅新华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新华路国美电器旁 强威体育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鼎威工贸有限公司-YY强威体育专厅河海大学店 江苏省南京市河海大学体育馆1楼 强威体育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顶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顶尖体育东风路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风路9-1YONEX店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顶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顶尖（北国商城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东路188号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顶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顶尖（益友百货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128号

浙江省 慈溪市 慈溪咕噜羽毛球店-咕噜羽毛球店 慈溪市三北大街503弄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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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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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 娄底市 湖南娄底新明扬商贸有限公司-娄底市明扬文体超市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220号

湖南省 娄底市 湖南省娄底市新明扬商贸有限公司-新化飞羽运动 娄底市新化县梅苑开发区工业园上梅东路叉路口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昌龙百货有限公司-尤尼克斯 马鞍山市雨山区湖南西路18号

湖南省 郴州市 湖南爱心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苏园店爱心文体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苏园路2号爱心文体

湖南省 郴州市 湖南爱心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五岭店爱心文体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大道（中国联通对面）

湖南省 郴州市 湖南爱心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金科店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郴县路金科城18-101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世达之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银川世达体育湖滨店 兴庆区湖滨西街14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世达之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银川世达体育公园街店 兴庆区文化西街117号宁夏体育馆一层南门东侧

江西省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天虹体育健身用品店）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南路265号沃尔玛广场一楼中厅运动源体育用品店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东安区奥华体育用品商店-奥华体育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景福街160号奥华体育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三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青岛市黄岛全民健身中心专柜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周口路８８号全民健身中心一楼三星体育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三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青岛市西海岸全民健身中心三星体育专卖店 青岛市西海岸天目山路北西海岸全民健身中心4楼羽毛球专柜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盛大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台东路店 青岛市市北区台东六路35号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盛大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胜道体育泰山路店 青岛市市北区泰山路40号甲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中和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现代体育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景阳街56号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岳阳楼区力源体育运动健身中心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青少年训练中心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市岳阳楼区力源体育运动健身中心-岳阳市力源尤尼克斯专卖店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西路1号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锐特体育商城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19-2号

河北省 保定市 保定市羽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保定羽仁（五四路店）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中路供水总公司营业厅东侧

河北省 保定市 保定市羽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保定羽仁（东风店）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复兴中路2607号敦仁礼院内B座羽仁体育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飞凡体育店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开发区金海里5栋4号网店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五环绿茵工贸有限公司-Yonex专卖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93号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五环绿茵工贸有限公司-五环绿茵体育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167号

江苏省 无锡市 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动力体育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西大道1500号

江苏省 无锡市 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爱动体育 无锡市南长区解放南路625号

江苏省 无锡市 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爱动体育 无锡市梁溪区金太湖国际城4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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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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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东风路36号9栋103铺面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屯昌球馆店 海南省屯昌县文明西路屯昌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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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体育馆首层东海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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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沙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东沙路华兴宾馆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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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望海国际广场4楼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中军球馆店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中军球馆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口云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氏南岛球馆店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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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三亚市光明路66号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株洲市英华文贸有限责任公司-株洲百货店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1号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株洲市英华文贸有限责任公司-天元购物广场店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飞翱商贸有限公司-飞翱体育（YONEX-飞翱羽毛球馆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展览馆对面芳汀花园内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飞翱商贸有限公司-飞翱体育（新城区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马场北路城市维也纳底商13-108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飞翱商贸有限公司-飞翱体育（回民区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文化宫街五幼底楼飞翱体育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坦尼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海淀体育中心店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2号海淀体育中心时尚网球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坦尼斯体育发展有所公司-北航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52号北航北门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棒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棒棒体育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75号汇阳广场一楼106铺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未来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未来体育体育馆店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北路820号雅典爵座B2-9号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未来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未来体育体育馆店 福建省泉州市侨乡体育中心体育场东北侧6号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远博道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YONEX专卖湖滨街店 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51号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高新园区凌水鑫羽体育用品商店-鑫羽胜利路店 西岗区胜利路2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鹏达天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世界百货店 北京市东城区新世界商场4层YONEX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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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十字街119号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俊才商贸有限公司-山西国体商城YONEX专卖店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62号国体商城一层8号

河北省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奥亚商贸有限公司-奥亚体育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沙滩路18-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索德士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特普亚体育-民主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主路21-2号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南关区隆达体育用品商店-隆达体育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长春大街1056号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萨尔图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柒大路77号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龙南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江苏路8号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新村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经六街H-8-16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东湖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上城B8-1商服10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东方惠百货用品有限公司-湖滨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湖滨花园17号楼2号商服（红星美凯龙右侧）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美华商贸有限公司-大连美华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桥路58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亿友阳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阳光北苑路店 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路155号底商尤尼克斯专卖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亿友阳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东关球馆店 北京市通州区东关大桥奥体公园内动客羽球馆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亿友阳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动享球馆店 北京市海淀区建材中路29号动享球馆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信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德平路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德平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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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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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65号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汇店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90号金利来商厦运动汇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尤尼克斯专卖店 沈阳市太原北街86号中兴大厦5楼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光度能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杭州光度能量 金华市八一南街83号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光度能量旗舰店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聚工路11号创伟科技园D座1层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树真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树真文一路店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270号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友缘体育 上海市常德路818号2楼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妙羽体育用品商店-妙羽盐湖区店 运城市盐湖区潞村街286号

山西省 运城市 运城市妙羽体育用品商店-妙羽日报社店 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3969号

上海市 上海市 来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苗江体育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9号源深体育场东区一楼二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葱林实业有限公司-苗江体育 上海葱林实业有限公司-苗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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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辉之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4号辉煌体育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绿茵康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绿茵西岗区店 西岗区长春路171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康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省体育场运动商场一层B5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羽强体育-YONEX店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路26号3-26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羽强体育-红山创意园展示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黄家圩41号红山创意园A2-201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长安南路五环尤尼克斯 西安市长安南路493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钟楼五环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18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省体育场五环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北路14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延路五环 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八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北郊五环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六路双威迎宾广场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交大五环 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咸宁路十字西南角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高新工厂五环 西安市高新区西安高新路18号A区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高新五环 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34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曲江汉华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路618号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四海唐人街店 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四海唐人街负一楼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阳光球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8号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阳光羽毛球馆店 天津市西青区海泰东路8号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王顶堤商贸城店 天津市西青区津静路王顶堤商贸城B2座三楼38号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奥体中心球馆店 天津市南开区卫精南路90号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市白楼李虹体育用品销售中心-群英体育 葫芦岛市连山区群英路39-1

辽宁省 锦州市 锦州市白楼李虹体育用品销售中心-白楼李虹体育 凌河区南京路五段15-6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双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艳丽体育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八一路西一巷10-11号门面(福柳新都巷内)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济南东城大羽商贸有限公司-大羽体育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三箭瑞福苑一区五号楼103商铺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力跑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滔博运动城南山店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滔博运动城YONEX专柜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雁兴体育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富康中路流水逸居1楼门市雁兴体育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雁兴体育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永济路种苗站家属楼底19号门市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市好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景龙建设路优品建筑公交车站台后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潮舜贸易有限公司-乐和城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文昌路20号乐和城一楼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桂林潮舜贸易有限公司-五星商业大厦YY专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山中路1号五星商业大厦六楼YY专柜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网羽总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173号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安徽省体育馆店) 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196号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合肥市体育馆店) 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40号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胜体育(合肥市奥体中心店) 合肥市匀支路与潜山路路口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百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尤尼克斯专卖店（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店） 合肥市包河区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9号仓（安徽省体育中心内）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新羽乐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新羽乐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九龙商务中心C座1001室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体育馆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90号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贺龙体育场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贺龙体育场西门体育用品廊3号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传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尤尼克斯白沙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路269号凤凰城1号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市新力天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46号南水宾馆旁新力天体育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优体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飞凡羽毛球馆 昆山市庆丰西路479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优体文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昆山开发区飞凡文化体育用品商行 昆山市珠江北路159号

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市天之骄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淮北市天之骄店 淮北市相山区相山北路55-20号

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市天之骄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宿州市天之骄店 汴河中路财富广场1999号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亿动汇两路口专卖店 重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体育村35号附1号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高九路亿动汇羽毛球馆专卖店 重庆市高九路美提雅苑区内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 北海市海城区文鹰体育用品店-文鹰体育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和平路91号(市政府对面)

四川省 宜宾市 宜宾市宜民办公用品设备有限公司-义乌小商品市场店 宜宾市翠柏大道义乌小商品市场B1-01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翔羽商贸有限公司-家美佳翔羽体育销售中心 宝鸡市金台大道陈仓园家美佳超市两侧门面房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翔羽商贸有限公司-烽火活动中心翔羽体育店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东三路烽火职工活动中心

陕西省 渭南市 陕西渭南森翔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渭南市前进路中段西侧中铁二十局家属院

陕西省 渭南市 陕西渭南森翔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渭南市国贸商厦文体专柜 渭南市东风街1号

陕西省 渭南市 陕西渭南森翔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锦绣巴黎店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三马路与西二路十字西北 锦绣巴黎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宁波市鄞州中河羽动体育用品店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649号

浙江省 宁波市 绍兴市越城区越动体育用品店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玛格丽特商业中心西区3幢24-25号

福建省 龙岩市 龙岩上杭县添羽体育运动装备店-体育公园店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路体育公园12号

福建省 龙岩市 龙岩上杭县添羽体育运动装备店-上杭店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紫金东路58号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奥林匹克运动广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体育南大街6号奥林匹克运动广场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雨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东莞雨诚体育用品 东莞市长安镇长盛新村梅月苑102号

广东省 湛江市 湛江市赤坎区康体体育用品店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百姓东三路90号康体体育用品店

湖北省 黄石市 湖北黄石港区运动节奏体育用品专卖店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广场路体委院内2号门 运动节奏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枫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诚成网羽店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83号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鑫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奥康体育 解放南路104号

江苏省 泰兴市 泰兴市奥健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万桥路北湾41号-2

江苏省 泰兴市 泰州市奥健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梅兰西路8-58号，奥健体育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星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星驰体育用品店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福星西路16号体育中心羽毛球馆1楼YONEX门面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零动体育有限公司-零动体育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南路东阳花苑C座2号商铺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新升运动 东莞市莞城区和阳路28号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飞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飞羽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东路76号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市幸安羽毛球商店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光明小区四号楼5号门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万合商贸有限公司-万合体育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23号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城区云集体育用品经营部-云集体育-光荣路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光荣路特1号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城区云集体育用品经营部-云集体育-体育路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体育路体育中心南门19-20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城区云集体育用品经营部-云集体育-仙桃店 湖北省仙桃市沙嘴街道仙桃大道中段青青家园三期云集体育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市城区云集体育用品经营部-云集体育-云集体育馆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宇济商贸街187号云集羽毛球馆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高瞻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高瞻体育YONEX专卖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皮子街160号E栋3单元1层1号高瞻体育（银河小区门口商铺）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金缔华城店）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号金帝华城云集体育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云集路店） 宜昌市西陵区云集路16号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市每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云集体育（体育馆店） 宜昌市胜利四路都市奥苑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明星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市明星体育专营店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盈合万货城7排48号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锐箭贸易有限公司-丹霞庄店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华山路丹霞庄北区16栋103

广东省 汕头市 汕头锐箭贸易有限公司-传羽球馆店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南路火车站公车站旁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赛点羽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林河羽毛球馆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林河村羽毛球馆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赛点羽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州球馆店 北京市通州区怡乐西街京洲科技园南侧羽毛球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柳州市福好文化体育用品经营部-福好体育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高新一路金兰苑4-6号门面

广东省 清远市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一品阁文具店 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英城镇和平中路103号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长宁店）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静安店）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080弄47号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普陀店）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809号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静安体育馆店） 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123号1楼

上海市 上海市 蓝天网羽（青浦店） 上海市青浦区泗沙路2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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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街1009-A6南4门（奥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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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姑区陵东街12号（奥林体育）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经济开发区羽翔文体用品商店-羽翔文体用品店 延安路565号 羽翔体育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南坪专卖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双龙路5号圣火羽毛球馆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圣火体育两路口专卖店 重庆市渝中区体育村33号圣火体育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会展中心专卖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国际会展中心7楼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钦州市钦北区阿尼斯体育用品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北营路超越运动馆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金典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台州江南文体用品店 台州市江城南路81-83号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青岛玛吉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卓恒体育 青岛市市北区北仲路30号卓恒体育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羽崇商贸有限公司（晨羽体育怀特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商业街服装区64号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羽崇商贸有限公司（晨羽体育和平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248号市一建底商西数第5间门脸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永佳体育-汉口北店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小商品城B1071-1073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永佳体育-南湖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建安街196号YONEX专卖店

河北省 承德市 双桥区友谊体育用品商店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桃李街银领家园4号楼底商

辽宁省 盘锦市 盘锦新动力商贸有限公司-盘锦新动力体育 兴隆台区科研小区商网20号

山西省 阳泉市 阳泉市郊区鑫羽体育用品商店 阳泉市阳泉体育馆内

山东省 威海市 山东威海艺臻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宏光体育乒羽店 威海市文化中路96号乒羽健身中心4楼

山东省 威海市 山东威海艺臻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宏光体育 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92号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州新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动力体育烈山大道店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烈山大道269-33新动力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区龙锋体育用品店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五一花园外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宜州市好羽文体用品商店-河池市金城江区好羽体育用品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爱民路2号二中门面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宜州市好羽文体用品商店-宜州市好羽文体用品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龙江路70号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市海州区奥达体育精品商行 体育场十八区一楼网点

辽宁省 阜新市 阜新市海州区奥达体育精品商行-二店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和平路57号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博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刚体育(工人街店) 铁东区工人街与园林大道交汇处

辽宁省 鞍山市 鞍山博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刚体育(乐雪店) 铁东区恒华五一路批发市场五楼5C13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轶栩（动力）体育-天钥桥路店 上海市 徐汇区 天钥桥路875号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羽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惊驾路Yonex专卖店 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227号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州晨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皓莎体育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路渤海十五路朝阳小区对面皓莎体育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力健羽毛球馆有限公司-广州花都力健羽毛球馆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力健羽毛球馆

湖北省 十堰市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堰快乐岛体育用品店 十堰市茅箭区北京路体育中心62-4起跑线体育

湖北省 十堰市 湖北省丹江口市水都体育 湖北省丹江大道56号-水都体育

云南省 普洱市 普洱御风体育用品店 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国培商贸中心3-2-119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龙发羽华商贸有限公司-羽华运动家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93号(山投大厦山西信合南)光明商铺一层1号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龙发羽华商贸有限公司-太航球馆店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航苑中路南口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内蒙古赤峰动向体育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汽车站北门蓝山庭园南门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智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滨河奥林体育商城 山西省太原市漪汾街1号滨河体育中心奥林体育商城1号店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市智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世跑运动城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安成中体商厦二层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球友体育(体育场路店） 宜昌市体育场路19号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球友体育（西陵二路店）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6-82号球友体育

河北省 邢台市 桥西区健冠体育用品商店（健冠体育）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公园东街乒羽训练中心

河北省 衡水市 衡水市桃城区风行体育用品店-衡水风行体育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西路22号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武陵区羽之界文体用品商店-亚太网羽-青年路店 常德市武陵区青年路202号

湖南省 常德市 常德市艾羽贸易有限公司-亚太网羽-洞庭大道店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洞庭大道1093号门面丹阳天桥旁（亚太体育）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网羽有约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8网羽有约体育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羽动风云商贸有限公司-鑫光球馆店 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外环西路临6号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冠杰商贸有限公司-兄弟体育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与青山路交汇处兄弟体育

陕西省 延安市 延安市飞羽商贸有限公司-延安市飞羽体育 延安市宝塔区南关街礼堂巷

陕西省 延安市 延安市飞羽商贸有限公司-菲阳羽毛球馆 延安市百米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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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和平区奔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奔跑体育 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皇姑区鲨鱼文体用品店-鲨鱼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6号（先锋家园A座25-3号）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盛雅商贸有限公司-铁西滔搏店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2号滔搏运动城1楼器材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盛雅商贸有限公司-丹东滔搏店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新安街38-1号滔搏运动城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宇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13路68号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爱迪体育 无锡市崇安区解放南路618号

黑龙江省 绥化市 绥化市北林区公益体育器材用品行——公益体育 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直北路体育场一楼

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地区 加格达奇区高山文体用品商店-高山体育 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胜利路中央商城西门市高山体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独山子区黑马体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淮南路24-3号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西安区瑞腾体育用品商店——瑞腾体育 牡丹江市西安区景福街西一条路与西二条路之间215号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青岛畅游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畅游体育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宝龙社区北门109网点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贵阳奥特莱斯店 贵州省贵阳市砂之船奥特莱斯B1-15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云洋体育-省体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112号附23号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云洋体育-张松涛球馆店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广福商业中心B2栋一层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潮羽体育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31号东区华丽宫A11档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淘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双流店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芳草巷53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淘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高新店 成都市高新区新乐北街5号附8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淘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晴天嗨球球馆店 成都市双流区华府大道二段306号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蓉城羽事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棕南正街1号附10号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奥林体育（健康路店）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健康路68号奥林体育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奥林体育（任港路店） 江苏省崇川区任港路39号都市华城一号楼1号店铺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酷倜体育用品店-君子好球体育 天津市河西区曲江路公园底商6号（肯德基对面）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兰州市鑫天创工贸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297号兰州义乌商贸城二期第三层23069号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兰州市鑫天创工贸有限公司-天创欢朋球馆店 甘肃省兰州市电力修造厂西家属院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西工区波力文体用品经营部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51号鸿诚商厦一楼半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盛达奥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137号甲（奥林体育）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盛达奥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龙之梦商场店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22号（龙之梦商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高新区（新市区）新体巷横劲体育用品店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新体巷213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横劲体育蓝羽店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2669号

吉林省 四平市 四平市铁西区伍洲体育用品商店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海银明月小区西门商网

湖南省 邵阳市 邵阳市双清区先锋体育用品专店 邵阳市双清区五一南路食杂果品公司31号

湖北省 武汉市 羽森体育 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武汉体育中心羽毛球训练馆



山东省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大虞零点文体商店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福寿街与东方路交汇处西南角铭海花园商铺零点体育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强力体育专卖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景苑路1号强力体育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羽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87号格林兰锦3号店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兄弟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天华路山水人家C11门面

湖南省 长沙市 兄弟盟河西店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阳荷塘小区1栋A2号门面

湖南省 长沙市 兄弟盟浏阳店 湖南省浏阳市圭斋东路92号

山西省 吕梁市 山西吕梁市棒棒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龙凤北大街副食品一层门面房

辽宁省 鞍山市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大鑫之泰文化体育馆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千山路18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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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铜川市 铜川铭羽体育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银座商城A座铭羽体育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运动金点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258号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望城区拓者体育用品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洪公塘路35号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望城区拓者体育谷山体育公园店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金富星城C1-109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望城区拓者体育宁乡店 湖南省长沙市新康中路盛翠豪庭3座101号

吉林省 长春市 新起点体育 长春市南关区体北路276-5门102号门

吉林省 长春市 天天体育商城店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 天天体育商城YONEX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极速体育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二路68号极速体育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蓝宝体育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2-27号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蓝宝体育-皇冠羽毛球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皇冠科技园4栋

山东省 济宁市 济宁市康威体育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共青团路新体育馆网羽馆-康威体育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唐山君廷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路与煤医道交叉口东行200米 多功能体育馆一层 YONEX专卖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平果瑞祺丰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瑞祺丰体育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体育中心乒羽训练馆（办证大厅旁边）

黑龙江省 伊春市 长运体育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通河路49号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唐山市岳洁体育尤尼克斯专卖店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长虹道与卫国路交口东行，岳洁体育尤尼克斯专卖店（馨秀园底商）

陕西省 汉中市 康林体育汉中汉台区体育中心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前进西路中航尚街1.2号营业房 康林体育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天空体育专卖店 重庆市北碚区金龙湖工业园睿翔羽毛球馆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百年体育-师范学院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大庆百年体育-唐人中心体验店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唐人中心12号写字楼606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银川市兴庆区九天网羽用品专营店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亲水体育馆003号营业房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羽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小麦球馆店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渔业路珠江郦城公园旁正西方向121米

云南省 大理市 大理市进祥体育店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泰安路37号州体育馆8号

吉林省 松原市 劲搏体育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金钻商圈金钻路333号乐家小区对面，劲博体育

安徽省 宣城市 宣城市精英羽毛球馆 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路以北 玉荷路以东1室

河南省 信阳市 羽狂体育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信阳师范学院正门对面红星美食街内200米 羽狂体育

山东省 泰安市 山东泰安大通体育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文化路8号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宝应炫彩体育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白田中路95-43号国泰华苑18号门市（炫彩体育）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宝应炫彩体育-宝应生态体育公园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淮江大道与关沟路交汇处东北

重庆市 重庆市 YONEX 乐博汇专卖店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6号力帆体育城4楼乐博汇羽毛球馆

广东省 韶关市 韶关市坤健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熏风路20号十一幢首层西面1号铺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肆加贰体育 安徽省芜湖市民生路新宇花苑1号门面肆加贰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翼动体育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创业大厦后翼动体育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尤尼天承专卖店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路45号（丹水宾馆）B1层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逐风体育 苏州市工业园区中新大道999号B1层29号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逐风体育-南通店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中新大道999号B1层29号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浩康 南京市秦淮区平江府路162号体育中心4楼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21-41号

山东省 烟台市 山东省烟台市皇冠体育YONEX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7号

吉林省 长春市 腾飞体育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路486号，友和羽毛球馆内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亿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羽动体育用品店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天鹅湖大酒店(条心路东)-羽动体育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亿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金鹰商场店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268号

辽宁省 朝阳市 辽宁朝阳兴运体育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柏山街5号

辽宁省 铁岭市 铁岭市奥林体育 铁岭市银州区广裕街13号

北京市 北京市 垡头体育产业园尤尼克斯专卖店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号博瑞精创体育公园羽毛球馆内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极致体育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伊河路交叉口向西五百米嵩山饭店西边30米路南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京津羽茂大兴店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中里利民西巷6号1层6

四川省 雅安市 雅安瑞欧克YONEX专柜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路151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呼和浩特盛奥体育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街82号大统体育西侧

贵州省 凯里市 祥文体育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风情园祥文体育

贵州省 兴义市 贵州兴义飞跃体育 兴义市桔山新区兴义大道体育中心足球场1-06门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迈腾体育（开元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216号开元商务楼底商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格方科技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新奥运文体经营部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70号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张家口泷源瑞景（全民健身中心）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全民健身中心5号底商

河北省 邯郸市 邯郸远大体育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复兴农贸综合市场新楼7号

广东省 湛江市 广东省湛江市羽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中华路36号之3

辽宁省 朝阳市 朝阳滔博运动城店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大街三段27号（朝阳滔搏运动

辽宁省 朝阳市 朝阳商业城店 辽宁省朝阳市商业城YONEX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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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体育馆道民族路小学万达校区南1号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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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 益阳市 益阳市奥体体育用品店 高新区康复南路奥林匹克公园西门奥体体育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康发体育实业有限公司-康发南昌福州路店 东湖区福州路28号奥林匹克大厦附楼康发体育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原子汇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原子汇丰体育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中苑F区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