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厅编号 省份 城市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3570028 云南 昆明 滇池路餐厅七彩云南甜品站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南亚风情第一城A2号首层

3570030 云南 丽江 丽江官门口甜品站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新义街积善巷81号

3570030 云南 丽江 丽江束河甜品站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新义街积善巷82号

3570033 云南 昆明 昆明机场甜品站
云南省昆明市空港经济区长水机场航站楼轻轨站交通亭西侧商业

区1-21、1-22号

3570062 云南 昆明 圆通山甜品站 云南省昆明动物园餐饮区

3570052 云南 大理 大理甜品站 云南省大理市古城复兴路293-298号

3390050 湖南 张家界 张家界天子山餐厅 张家界天子山

3390077 湖南 长沙 长沙火车南站候车层沪昆区餐厅 长沙火车南站候车层沪昆区

3390055 湖南 长沙 东风路餐厅（烈士公园）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1号第8栋

3390021 湖南 长沙 雨花亭餐厅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412号宏轩花苑一栋101房

3570041 广西 南宁 南宁北湖路得来速餐厅 广西南宁市友爱南路22号南棉商业街216号

3570073 广西 来宾 来宾百悦餐厅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前卫路13号百悦商业广场一层

3570074 广西 南宁 西大地铁站餐厅 广西南宁市地铁一号线广西大学地铁站附属商业街A01商铺

3750069 贵州 贵阳 贵阳诚信北路餐厅 贵州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8号

3570075 贵州 贵阳 贵阳市西路餐厅 贵阳市云岩区市西路金三角首层

1410134 江西 景德镇 景德镇广场南 景德镇广场南路95号金和汇景一楼

3500014 安徽 芜湖市
中和路餐厅 ZHONGHELU-

芜湖中和路餐厅店外站#2
芜湖市中和路融汇中江广场

3500007 安徽 铜陵
铜官山餐厅 TONGLING-RemoteFC-

铜陵铜官山餐厅
铜陵市长江西路1号

3500045 安徽 合肥
合肥高铁南站 Hefei South Railway 

Station-合肥高铁南站餐厅店外站#1
合肥高铁南站

3500045 安徽 合肥

合肥高铁南站 Hefei South Railway 

Station-RemoteFC-

合肥高铁南站餐厅店外站#2

合肥高铁南站

3500045 安徽 合肥

合肥高铁南站 Hefei South Railway 

Station-RemoteFC-

合肥高铁南站餐厅店外站#3

合肥高铁南站

3500043 安徽 黄山

黄山屯溪老街餐厅 Huangshan 

TunxiLlaojie Restaurant-RemoteFC-

黄山屯溪老街餐厅

黄山北站入站口内

3500031 安徽 亳州
光明路 guangming Road-RemoteFC-

安徽亳州火车站大甜
安徽毫州市魏武广场西侧光明路111号

3500042 安徽 蚌埠
蚌埠胜利路餐厅 Bengbu Shenglilu-

RemoteFC-蚌埠商之都餐厅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中路63号

3500048 安徽 合肥 合肥绿地瀛海餐厅 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绿地缤纷城商城一层

3500046 安徽 合肥 合肥麦当劳肥东餐厅内甜 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公园路北侧星光国际广场永辉超市1-2层

3230097 辽宁 长白山 吉林长白山餐厅 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果松万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欧洲小镇

3230035 辽宁 大连 大连西安路餐厅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107号长兴购物中心

3230037 辽宁 沈阳 北站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2号

3230107 辽宁 沈阳 沈阳站三店 沈阳市北京街102号沈阳北站候车室

3230106 辽宁 沈阳 北站二店 沈阳市北京街102号沈阳北站候车室

3230107 辽宁 沈阳 北站三店 沈阳市北京街102号沈阳北站候车室

3230110 辽宁 沈阳 沈阳惠工街餐厅 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120号

3230109 辽宁 大连 火车站候车厅餐厅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259号火车站二层南一候车室

3230129 辽宁 大连 大连金石路DT餐厅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路55-35号

3230129 辽宁 大连 大连金石路得来速餐厅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路55-35号

3230127 辽宁 大连 大连机场候机厅餐厅 大连市迎客路100号机场候机厅

3230131 辽宁 大连 大连机场到达厅餐厅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168号周水子国际机场航站楼国内到达B区1

1号出入口西侧商铺

1450106 上海 上海 新国际展会餐厅 龙阳路2345号新国际博览中心 

1450239 上海 上海 青浦国展 上海市盈港东路158号D-L227,R-L104,R-L112

1980059 天津 天津 天津站餐厅 天津市河北区新纬路1号天津火车站内二层候车室

1980078 天津 天津 西站2餐厅
天津市红桥区西站前街1号北京铁路局天津西站房屋内高架候车区

16-17轴、2/H-J和高架层J06号

1980094 天津 天津 天津站枢纽餐厅 天津站交通枢纽后广场轨道换乘中心地下一层

1980136 天津 天津 机场餐厅 天津市东丽区滨海国际机场T2航站楼到达大厅一层

1980149 天津 天津 机场2餐厅 天津市东丽区滨海国际机场T2航站楼出发大厅二层东侧浮岛

3350037 山东 济南 济南长途汽车站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长途汽车总站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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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50 山东 济南 济南火车站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115号

3350073 山东 济南 济南西站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西站高架层夹层11号商铺

3350085 山东 济南 济南火车站2店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济南火车站内二层美食城

3350090 山东 淄博 淄博火车站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东路1号淄博火车站候车室商业

1990048 江苏 无锡 无锡火车站餐厅 无锡市火车站广场8号可成大厦一楼

1990136 江苏 南京 南京中山陵餐厅 南京市中山陵东沟游客服务中心配套用房2-1号商铺

1990137 江苏 南京 南京玄武湖餐厅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内芳桥服务中心柳苑

1990150 江苏 南京 南京火车站北广场 南京站北广场候车大厅二楼夹层NJ3-2-1

1990156 江苏 常州 常州恐龙园餐厅 常州市新北区迪诺创意园（一期）11幢（C11)1F-1号商铺

1990095 江苏 南京 南京河西万达餐厅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98号万达广场步行街

1990144 江苏 南京 南京丹凤街餐厅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1号-2、1号-3、1号-4

1990046 江苏 徐州 徐州蓝天餐厅 徐州市淮海东路184号蓝天商业大厦一层

3350096 山东 青岛 青岛地铁长沙路站甜品站 青岛地铁长沙路站站内

1420293 广东 深圳 深圳机场交通中心分店 深圳市宝安区深圳机场交通中心210A、211A

1400347 广东 清远 黎溪服务区东分店 清远市广乐高速英德段黎溪服务区东分店

1400240 广东 广州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第二分店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站楼C8101；航站楼东二指三层A8207-

2商铺；候机楼东一指三层A8106-2商铺

1400236 广东 广州 火车东站第二分店
广州市天河区东站路3号广州东火车站综合楼首层A19-21号铺

1400158 广东 广州 会展中心分店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380号琶洲会展中心一期负一层

1400169 广东 广州 新港东分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自编保利世界贸易中心负一层2号

1400209 广东 广州 广州南站分店
广州番禺区武广高速铁路广州南站高架夹层餐厅（编号广3-

04、06）

1400283 广东 广州 广州南站第二分店
广州市番禺区武广高铁广州南车站高架夹层及出站层餐饮店及餐

饮配送点（编号广3-13、广1-71）

1400337 广东 广州 虎门收费站南DT分店 广州市南沙区虎门大桥收费站南DT

1400338 广东 广州 虎门大桥收费站北DT分店 广州市南沙区虎门大桥收费站北DT

1400285 广东 广州 广州南站客运站分店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南汽车客运站负二层

1400218 广东 广州 大夫山森林公园(北门)得来速分店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骏业路（大夫山森林公园北区）北门广场侧

的房屋

1400201 广东 广州 瓦窑岗东区分店 京港澳高速公路瓦窑岗服务区东区

3230114 黑龙江 哈尔滨 哈西火车站餐厅
哈尔滨西客站候车大厅二楼麦当劳餐厅

3230148 黑龙江 大庆 大庆西站餐厅 大庆市让胡路区庆虹路40号大庆西站高架候车层A号商铺

1950136 北京 北京 首都机场T3航站楼餐厅 北京市顺义区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A2LE06

1950320 北京 北京 首都机场T2航站楼2号餐厅 首都机场T2航站楼一层国内到达口对面

1950154 北京 北京 北京南站餐厅 北京南站候车大厅东北角二层

1950192 北京 北京 北京南站二号餐厅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地下一层

1950229 北京 北京 北京南站三号餐厅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B1

1950139 北京 北京 西客站餐厅 北京丰台区莲花东路118号北京西站候车大厅二层第九侯车室南侧

1950182 北京 北京 莲花东路餐厅 海淀区莲花池东路53号

1950207 北京 北京 西客站二号店餐厅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118号北京西客站候车大厅二层

1950300 北京 北京 广安路餐厅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1幢地下一层1392-1402号商铺

1950151 北京 北京 北京火车站餐厅 北京站进站大厅二层北侧

1950198 北京 北京 北京站二号餐厅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路北京站前广场西侧

1950214 北京 北京 北京站三号餐厅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出站口西侧

1950290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新火车站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街380号

1950209 山西 太原 太原火车站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太原火车站时首层

1950235 山西 太原 太原火车站2号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2号太原火车站候车室

1950349 山西 太原 太原高铁南站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高铁南站西广场地下一层

1950363 北京 北京 西客站南广场 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东附属楼一层103+二层203

1950353 北京 北京 国家体育场北路餐厅 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南路1号

1960049 湖北 武汉 武昌火车站餐厅 武昌火车站架空城A-3#商铺

1960112 湖北 武汉 应城沃尔玛餐厅 蒲阳大道与古城大道交汇处中央广场沃尔玛旁

1960118 湖北 应城 万金广场餐厅 武昌区中山路紫阳路交汇万金广场一层

1960612 西安 西安 西安火车站餐厅 西安解放路181号

1960631 西安 西安 西安解放路餐厅 西安新城区解放路338号

1960634 西安 西安 西安兵马俑餐厅 西安临潼区临蓝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