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区域 省份 经销商名称 电话 地址

1 华北 山东 山东奥森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济南锐驰体育用品总汇 18605318271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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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华北 天津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梅江能量体育店 022-23376952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道瑞江花园竹苑1底商5号

4 华北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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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3376952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158号

5 华北 天津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油田同济文体 022-23376952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光明大道西侧乙-7号

6 华北 天津 天津祈福众辉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阳光球场店 022-23376952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8号

7 华北 北京 北京康仕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利生 010-66515090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01号负1层

8 华北 北京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懋商场 010-87806337 北京海淀区复兴路23号5楼

9 华北 北京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汉光百货（原中友百货） 010-87806337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76号负一层

10 华北 北京 北京国俊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王府井百货大楼 010-87806337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55号

11 华北 北京 北京天大势远 010-68473626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东里紫竹桥北球友网羽乒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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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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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华南 广东 深圳市力跑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滔博运动城南山店 0755-86287857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滔博运动场

15 华南 广东 深圳市力跑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13682562710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滔搏运动城YONEX专柜

16 华南 广东 深圳路友 13005431715 深圳市南山区杜鹃山东街2号华侨城华侨城体育文化中心

17 华东 上海 上海福睿然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8621909984 浦东新区南码头支路81号

18 华东 上海 上海福睿然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8621909984 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7F名店运动城

19 华东 上海 上海福睿然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8621909984 徐汇区虹桥路1号港汇广场B1层名店运动城

20 华东 上海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人民广场店 021-63523448 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229号107-109号

21 华东 上海 上海羽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嘉定清河路店 021-63523448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159号-2

40 华东 上海 上海葱林实业有限公司�-苗江体育 13311651595 上海市国庆路35号D156馆

41 华东 上海 来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苗江体育1 021-38685018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9号源深体育场东区一楼二

42 华东 上海 来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苗江体育2 021-38685018 上海市闸北区国庆路35号D156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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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华东 上海 上海羽束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蓝天网羽） 15800623878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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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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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东北 辽宁 大连高新园区凌水鑫羽体育用品商店-鑫羽胜利路店 0411-83792354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2号

25 东北 辽宁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华府店 13889107070 沈阳市南京南街1009-A6南4门

26 东北 辽宁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奥林达体育北陵店 13889107070 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12号

27 东北 辽宁 沈阳奥林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家庭YONEX专卖店 13889107070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15号

28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耐克新干线店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民主路225号

29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红太阳体育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3红太阳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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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65号胜道运动城佳合店

32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汇店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90号金利来商厦运动汇

33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胜道运动城运动源店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0号胜道运动城运动源店

34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沈阳兴隆一百商场店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4甲1-甲7

35 东北 辽宁 沈阳超跃体育-沈阳商业城 024-23525088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214号

36 东北 吉林� 吉林省延吉市日本尤尼克斯运动用品商店-延吉丁香体育用品店 0433-2366882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爱丹路136号长白山羽毛球馆内

37 东北 吉林� 延吉市日本尤尼克斯运动用品商店 0433-5088758 延吉市太平街2456号市府花园一楼

44 华中 湖北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总店 027-8779192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96号

45 华中 湖北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体院二店 027-8779192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46号滔博运动城一楼

46 华中 湖北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新华路店 027-87791929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新华路体育场18-2号门之间

47 华中 湖北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销品茂店 027-8779192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销品茂3楼滔搏运动城内

48 华中 湖北 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潇潇运动咸宁店 027-87498783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温泉大道50-1号

38 华中 湖北 武汉振泰时代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青山店 15927511599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973号（建设五路立交桥旁）

39 华中 湖南 湖南长沙市天之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731-89720906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170号�四水场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