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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麦当劳下渡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上渡路123号首层
兴宁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兴城镇兴田一路兴宁百货公司首层
河源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东堤路翔丰商业广场首层
梅州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百花洲新华书店首层
佛山麦当劳三水西桥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文锋中路2号二层
佛山麦当劳大沥步行街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城南二路大沥商业步行街首层
佛山麦当劳黄歧商业街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黄岐宏威路黄岐商业中心西区B座
韶关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韶关市韶关和平路55、57号一、二层
佛山麦当劳乐从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乐从镇跃进路A70首层
广州麦当劳芳村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芳村区花地大道北93-103号花地城广场首层
广州麦当劳广百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西湖路至大马站路段广百广场新翼首层及夹层
佛山麦当劳高明时代广场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文昌路188号时代广场首一、二层
广州麦当劳新市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1149号首层，二层
广州麦当劳繁华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繁华路分店（桥繁华路90号新亦发商业城首层102商铺）
广州麦当劳都市广场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员村二横路兰亭街11号
潮州麦当劳新桥东路分店 广东省潮州市新桥东路南片1.3.5号首、二层
佛山麦当劳龙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龙江镇文华路11号盈信城市广场B区F1层
广州麦当劳康王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七路陈家祠绿化广场康王柏德莱商业城地下一层A区
广州麦当劳正佳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28号正佳商业广场3楼
广州麦当劳东急新天地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下九路90，92号东急商场二层
广州麦当劳丽都大酒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北京路182号丽都大酒店首、二层
广州麦当劳开创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开创路分店）经济技术区开创大道亨晖商业广场首层
佛山麦当劳季华好又多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12号首层
佛山麦当劳三水广场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西南街张边路9号三水广场二座
增城麦当劳国际贸易中心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麦当劳汇美分店）汇创国贸大厦一层
广州麦当劳龟岗大马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龟岗大马路1号东山酒家首、二层
广州麦当劳洛溪商业中心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洛溪商业中心分店（洛溪新城洛溪商业中心1座首、夹层）电话：020-34503
广州麦当劳易发商业中心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易发街商业中心麦当劳餐厅（市桥繁华路易发商业街东街一楼、二楼）
佛山麦当劳容桂天佑城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容桂桂洲大道天佑城首层
佛山麦当劳西樵金典广场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西樵登山大道边金典广场首层A1002-A1005、A1016-A1020
佛山麦当劳勒流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勒流镇勒流社区居委会银城路23号
广州麦当劳中华广场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七楼
佛山麦当劳陈村信联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场2号楼首、二层
佛山麦当劳嘉洲广场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黄歧广佛一路98号嘉洲广场首层及二层
佛山麦当劳桂城财汇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大道北51号财汇大厦1-2层
佛山麦当劳广佛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黄岐广佛路南侧
广州麦当劳龙洞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龙洞牌坊１号
广州麦当劳五山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岳洲路４２号１、２楼
增城麦当劳凤凰城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凤凰城分店）增城新塘镇园快速路以北碧桂园凤凰城
佛山麦当劳北滘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１０５国道旁北滘镇交警中队旧址
广州麦当劳洛溪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洛溪得来速分店（洛溪上漖１０５国道丽江花园侧旁奥岐大厦首层）
广州麦当劳儿童公园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路８８号负一层A002铺
佛山麦当劳凯德广场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南海大道北75号首层
广州麦当劳总统大酒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岗顶天河路５８６号
广州麦当劳动漫星城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吉祥路１号广州动漫星城负一层
广州麦当劳东晓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盈丰路1-5号A7-A8栋105号房
广州麦当劳嘉禾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鹤鳌公路５０１号
广州麦当劳北亭广场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北亭得来速分店（番禺区小谷围街广州大学城北亭广场）
广州麦当劳沙步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沙步餐厅）黄埔东路2937号
佛山麦当劳张槎新一佳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张槎三路16号荟丽商业中心首层２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兴顺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良德胜新城区兴顺路
广州麦当劳桥南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桥南得来速分店（桥南路与南珠路交界）
广州麦当劳大石城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大石城商业中心分店（大石街朝阳西路大石城首层）
广州麦当劳花都公益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街公益大道２７号百业商业文化中心中心首层002-007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黄石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黄石街黄石西路４５７－４５９号首层部分商铺
佛山麦当劳海八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文化北路1号海八路麦当劳
清远麦当劳佛冈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石角镇振兴中路１８号之一至三首层
佛山麦当劳南庄吉利得来速 广东省佛山市南镇庄吉利广场首二层
广州麦当劳番禺客运站得来速 广东省广州市清河东路番禺客运站场东一座
佛山麦当劳盐步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盐步会直街青龙新城广场首层
佛山麦当劳伦教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１０５国道伦教街道段
佛山麦当劳九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洛浦大道１９号洛明楼首层１．２．３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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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麦当劳人和得来速 广东省广州市人和镇鹤龙６路１８７号
韶关麦当劳中环分店 广东省韶关市惠民南路中环广场首、二层
广州麦当劳英德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和平中路合地广场首层A13-A15
广州麦当劳花都狮岭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狮岭镇杨赤路合成段合成大厦首层商铺
佛山麦当劳大沥工业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工业大道１２号南海新都会首层及二层
广州麦当劳钟村得来速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钟村得来速分店（１05国道钟村商会大厦首、二层）；020-39907776
南海麦当劳禅碳路得来速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西海桥侧君宇酒店Ｃ座首层
广州麦当劳环市西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西路１３９号教学实习大楼（汇美商业大厦）
广州麦当劳南沙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进港大道金州段富佳花园
广州麦当劳云山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云山大道３１号
广州麦当劳体育西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１９１号中石化大厦柏西南都负一层
广州麦当劳粤垦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粤垦路与广源东路交汇处侨英花园B栋105铺全部106铺部分
广州麦当劳同和圣地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同和中路圣地南路２号
广州麦当劳花都龙珠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街龙珠路３２号星缘美居首层
广州麦当劳棠下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下村口达善大街1号之三首层商铺
广州麦当劳陆丰分店 广东省汕尾市东海镇人民路１３号东海供销大厦一层部分
普宁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揭阳市流沙河滨路１号金叶附属楼１、２层
增城麦当劳港口大道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港口大道北分店）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北公路金海岸城市广场首层Ｇ区１-5商铺
广州麦当劳红棉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西路１８４号红棉国际时装城四层的部分场地
广州麦当劳花城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７６０号首层及二层
佛山麦当劳南海里水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里水夏塘路新天地广场首层１０３６号部分商铺
广州麦当劳番禹迎宾路得来速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迎宾路得来速餐厅（ 迎宾路万博中心内33号楼1-2楼万博中心站）
佛山麦当劳灯湖东路得来速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街道85区保利水城东广场首层C258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广元西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西路99号及99号之一
广州麦当劳又一城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海印又一城分店（南村镇里仁洞村迎宾路东侧海印又一城１０５）
广州麦当劳番禹兴业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大岗镇兴业路阳光城市广场首层
广州麦当劳新市百信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百信广场三期二层
广州麦当石井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石井街石槎路3号石井城市广场A区首层
广州麦当劳天娱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621一625号二层
广州麦当劳丰乐南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惠润广场分店（黄埔东路298号黄埔花园商业中心惠润广场首层）
佛山麦当劳大良新桂路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东乐路268号顺德新一城购物广场
佛山麦当劳南海樵金路得来速 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西樵村官山二桥樵金路侧西樵村商业广场c3栋建筑物的一部份
广州麦当劳永泰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同丛云与同泰路交界东南侧地块（丛云路1032号，1034号，1036号)
广州麦当劳芳村万象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芳村地铁站内芳村万象购物街A19铺
广州麦当劳敦和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敦和路59号之一
广州麦当劳增城西城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西城路23号首层1001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祖庙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祖庙路35号
广州麦当劳正佳五楼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28号正佳广场五楼561铺
广州麦当劳恩宁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恩宁路258-262号汇福时尚基地时装商场首层自编A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云城东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万达广场步行街1-3层
佛山麦当劳季华五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36号新一城购物广场01【A】层14/15A/K11/K12室
佛山麦当劳容桂DT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容桂街道办事处红星社区居委会顺德大道以东，文海东路以北的容桂客运站建筑物的
佛山麦当劳汾江路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同济路66号首层2.3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华夏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5、87号F1-5地块高德置地广场春商场第B2/层01、02单元
广州麦当劳金纺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国际轻纺城金纺路2号
广州麦当劳国际大厦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二层204,205号铺
广州麦当劳华穗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花城大道20号负一层104号铺
佛山麦当劳高基街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10号首层４号商铺以及10号３号之一商铺
广州麦当劳长兴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长兴路13号高德汇购物中心卜蜂莲花超市首层及二层1A-01和2A-01
广州麦当劳较场西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较场西路16号
广州麦当劳市莲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市莲路分店（石碁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41号玉秀广场首层）
广州麦当劳棠溪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三元里大道1231号棠辉商业综合楼
广州麦当劳新港中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中路350号之六丽之影商业广场首、二层自编218商铺
广州麦当劳江南大道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江南大道南408号
广州麦当劳环市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中路301-303号1楼商铺自编A01A号
广州麦当劳广州松南路 广东省广州市松南路1号自编B栋首层自编101号商铺
增城麦当劳府佑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府佑路98号东汇城一期首层L1-1117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芳村花地大道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芳村花地大道中路51号芳村客运站二楼售票大厅对开位置
广州麦当劳金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金穗路28号102之1商铺
广州麦当劳宝华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宝华路133号恒宝广场地库一层0124、0125、0126号铺
广州麦当劳站前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站前路90号三层过街楼北侧商铺
广州麦当劳迎宾路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迎宾路星河湾麦当劳（大石镇涌口村迎宾大道星河湾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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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麦当劳松岗桃园三路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松岗桃园三路1号自编一层1F1A和二层2F2A商铺
佛山麦当劳北滘人昌路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北滘镇居委会人昌路10号北滘广场首层1B00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中二横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中二横路分店（小谷围街中二横路1号高高新天地商业广场一层1028商铺）
佛山麦当劳季华东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石啃一村西季华东路D13地块一部分
广州麦当劳潮阳新河湾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中华路新河湾商住楼第8栋首层商铺
佛山麦当劳黄岐建设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黄岐海北建设大道国昌新城市广场A栋B区卜蜂莲花首层1A-0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龙洞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龙洞迎龙大道6号龙洞购物中心首层Ｂ区A005号
广州麦当劳新塘客运站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塘客运站分店）新塘镇塘美村狮山新塘汽车客运站之商业中心商铺自编号B栋
广州麦当劳光明北路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东环街东环社区光明北路583号
广州麦当劳番禺西环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沙湾镇龙岐村西环路“荔园新天地项目”地块
广州麦当劳花城大道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花城大道89号花城汇负一层1065-2、1065-3号
广州麦当劳康王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康王中路468号和业广场二层2-06号、2-07号、2-08号、2-12、2-13号、2-14号商
增城麦当劳新新大道岗丰GSFSDT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岗丰DT分店）增城市新塘镇(永和)岗丰大道２号之自编商业D1栋
广州麦当劳梅山大道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梅山大道北分店（南村镇梅山大道北人人佳购物城首层57铺）
广州麦当劳福德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奥园广场分店（福德路325号101房）
佛山麦当劳南海里广路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市里水镇里广路6号金名都商业街3号楼整栋
佛山麦当劳均安鹤峰路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均安镇鹤峰路1号都市经典广场1期A区首层1045、1046、1047、1048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狮山狮城路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狮城路信富广场首层
广州麦当劳黄石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石北路65号67号69号73-87号（单）101房及89号101房首层02-05商铺
佛山麦当劳罗村府前路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罗村府前路金盛广场自编首层101、102号铺、二层201、202、203号铺
广州麦当劳燕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燕岭路91号新燕大厦首层
佛山麦当劳同济东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忠义路51号自编D1栋
广州麦当劳解放北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1000号白云皮具城一期三层3D01
广州麦当劳先烈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110号之一树熊商城自编首层01铺、08铺02单元
广州麦当劳广园西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西路342号首层101号自编103A商铺、二层自编201商铺
广州麦当劳广州大道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521号首层101号自编106商铺、二层201号自编201商铺
广州麦当劳江高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江高镇江村夏花三路109号之22首层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大石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建华汇分店（大石街建华路建华汇商业中心首、二层部分商铺）
佛山麦当劳杏龙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杏坛镇齐杏居委会杏龙路71号创富公寓3栋101、201单元
广州麦当劳花都狮岭盘古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狮岭镇盘古路与东升中路交界友田商业广场
佛山麦当劳江湾三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江湾三路2号一层A112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花城汇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花城大道89号花城汇三区负一层300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中山八路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八路39号之三富力广场B6栋首层及二层
广州麦当劳大沙地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潮楼分店）大沙西路311号首层F113铺、二层F217铺
佛山麦当劳文龙街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文龙街14号翡翠城组团首层12、13、14、15、29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黄埔东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南岗分店）黄埔东路3713号富域尚品居首层101房、二层201房
广州麦当劳东晓南路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南洲路北晓港湾英华街27-55号101首层001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乐从金瑞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乐从镇乐从社区居委会金瑞一路1号金河水岸/乐从国际会展中心B座首层1号、二层
佛山麦当劳乐从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乐从大道东路B270号首层1F-002、1F-003、1F-005、1F-008、1F-009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昌岗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昌岗中路130号首层及二层商铺
广州麦当劳三元里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三元里大道684号之一自编A01
佛山麦当劳容桂振华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容桂街道朝阳居委会振华路商业城一楼８号
广州麦当劳西槎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西槎路101号首层自编A107商铺二层自编A204商铺
汕头麦当劳金砂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金砂东路179号合信星湖城14,18栋1层1-103,2层2-03
广州麦当劳五山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路141号尚德大厦首层104A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东漖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东漖南路123号商业楼一楼自编1号
广州麦当劳华观路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华观路1411号101房
广州麦当劳三元里大道第三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三元里大道423号一层自编14号和二层自编14号
佛山麦当劳南海狮山博爱中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博爱中路61号和信商业广场首层1A001号商铺及二层2A002、2A003商铺
广州麦当劳秀全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镇秀全大道32号2号铺首，二层
广州麦当劳一德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一德路169-171号1F 2F 3F
佛山麦当劳桂平路GSFS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街平西居委聚龙村民小组(土名)“下安东西”地段
汕头麦当劳谷饶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汕头市谷饶镇洪和公路华光路段华隆发购物广场
清远麦当劳清新餐厅 广东省清远市府前路29号美林商业广场首、二层
佛山麦当劳均安百安南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均安镇百安路与泰安路交界
广州麦当劳黄埔大道西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499号首、二层自编29号
普宁麦当劳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揭阳市流沙大道与环市北路交汇处国际商品城东区01幢01号
广州麦当劳广深大道新塘东华DT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东华DT分店）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东170号自编商业A1栋
揭阳麦当劳普宁广场餐厅 广东省揭阳市流沙市区普宁广场南侧万泰购物广场A021－A022商铺
佛山麦当劳南港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城街道石龙南路6号怡丰城3号门
增城麦当劳增城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万达麦当劳）荔城街增城大道69号增城万达广场步行街2038号商铺
兴宁第二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大道中139号兴宁欧尚购物中心一层XN101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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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麦当劳花都宝华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街宝华路36号心心大厦首层
广州麦当劳花城大道第四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8号首层119A、120A、121A、128A-2、C1储藏室
广州麦当劳南环路DT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石楼镇赤岗村“尚上名筑A区商铺（一区）”首层部分商铺
佛山麦当劳勒流西连路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勒流街道西连路49号
广州麦当劳黄村大道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村大道路5号首层101号商铺及二层201商铺
佛山麦当劳桂澜北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澜北路28号万达广场南8栋二层2006-2007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东荟城DT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东荟城DT分店）萝岗区万荟二街57,59,61,63号
清远麦当劳鹿鸣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连江路55号城市花园新五、六、七村14#楼
梅州麦当劳江南路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客都汇商业文化广场
佛山麦当劳桂澜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桂澜路南海万科广场一楼3-102及负一楼1B001号商铺
清远麦当劳大道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银泉南路31号万科华府商业一号楼
广州麦当劳汉溪大道东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汉溪大道东分店（番禺汉溪大道东381号万达广场二层2001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建设北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镇建设北路78号首层、二层部分商铺
广州麦当劳东漖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东漖北路560号1楼自编5号
广州麦当劳市南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公路东涌段160162段
河源麦当劳永康大道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市区东城西片区越王大道西边永康大道南边“商业中心”首层L169、L170、L171号
佛山麦当劳九江沙龙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沙头沙龙路铂思广场A座
佛山麦当劳龙峰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龙江镇龙峰大道54号之三嘉洋广场首层及二层
广州麦当劳太和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太和镇太和中路94号首层自编03商铺（太和医院对面）
佛山麦当劳白陈公路DT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陈村镇白陈公路锦龙段优能油站配套商业1层及2层
从化麦当劳从城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江埔街海塱东路7号欣荣宏.国际商贸城1-1层05超市之自编101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桂和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桂和路15号麦当劳（南海碧桂园入口侧）
汕头麦当劳长江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长江路与天山路西北角的长江路23号长平新一城商业综合体二幢一层05、06、07、
广州麦当劳林和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林和中路63号103
广州麦当劳萝岗开创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万达（萝岗区科丰路89号萝岗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2层2027-2028号商铺）
南雄麦当劳雄中路分店 广东省韶关市雄中路南雄东方（大润发）广场一层A005、A006、A007、A008、A009号商铺
广州麦当劳天河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490号壬丰大厦188A铺、203铺
广州麦当劳龙溪中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旧龙溪路邦华星际广场自编号4#首层、二层商铺
河源麦当劳中山大道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建设大道南边中山大道东边万隆城一层1024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北滘泰宁西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北滘镇碧江泰宁西路德云市场
清远麦当劳广清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E26号区（云山诗意花园）
广州麦当劳中山大道中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中282-292号自编1栋首层101号室及二层201号室商铺
佛山麦当劳丹灶丹横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丹横路5号
佛山麦当劳穗盐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盐步穗盐路北3号迎海国际茶都自编F–1铺
广州麦当劳花都天贵路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华街天贵路46号百花广场综合楼A座1F
梅州麦当劳科技路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科技路锦发商业广场二期首层（卜峰莲花超市对面）
汕尾市麦当劳汕尾大道分店 广东省汕尾市汕尾大道南段东南侧信利城市广场1F101、2F201
佛山麦当劳龙洲西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龙江镇龙州西路99号龙江碧桂园商业广场
广州麦当劳广州大道北第三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同和街雄洲城首层自编外02号商铺及二层自编中01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佛山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大道中187号家博城侧,电话：82275315
河源麦当劳香江路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紫城镇香江路36号首层部分商铺
广州麦当劳宝业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宝业路8号二楼
广州麦当劳开源大道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金色梦想分店）萝岗区开源大道万科金色梦想金梦环街4-12号商铺
汕头麦当劳汕樟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中段39号侨联大厦首层自编101号商铺
汕头麦当劳猛狮国际广场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324国道西侧广益路北侧交汇处猛狮国际广场
广州麦当劳奥体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奥体南路12号优托邦商场一楼
广州麦当劳天源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源路5号
汕头麦当劳潮汕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1号
广州麦当劳新港东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东路618号南丰汇负一层麦当劳餐厅
广州麦当劳珠江东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12号、14号、16号高德置地广场冬商场负一层B110A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和顺大道DT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里水镇和顺村和中村民小组“门口田”地段
广州麦当劳广场路DT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广场路得来速分店（南沙区榄核镇蔡新璐、广场路A7-2建筑物101-103、12
广州麦当劳新港东路第三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东路1220号（万胜广场负一层）自编B106铺
韶关麦当劳良村公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韶关市腊石坝韶关碧桂园
河源麦当劳龙川大道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新城规划区1号小区泰华城B区B5栋麦当劳餐厅
汕头麦当劳东英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两英镇东英路大润发
广州麦当劳兴南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麦当劳兴南大道分店（南村镇南大路广州雅居乐花园公建1首层部分商铺）
广州麦当劳江南西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江南西路8,10号首层107A铺
广州麦当劳黄埔东路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东路1080号万科黄埔仓麦当劳
清远麦当劳阳山商业大道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商业大道南侧佰盛购物中心首层麦当劳
梅州麦当劳市政大道分店 广东省梅州市梅州汤坑镇市政大道旁锦江美景城
广州麦当劳广深大道第二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豪进广场分店）新塘镇豪进商业广场之广深大道西1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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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麦当劳和平金丰广场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和平镇里美居委新和惠路金丰广场
广州麦当劳工业大道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工业大道南728、730、732号首层
佛山麦当劳锦华路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锦华路东方新天地首层A11号铺
广州麦当劳濠江磊广大道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磊广路红桥路口东侧
广州麦当劳曙光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曙光路81号一层1405号商铺、二层2405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黄岐建设大道第二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大沥镇黄岐建设大道金沙洲万达广场1029、1030、2051、2052铺
广州麦当劳天河路第三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383号太古汇商场裙楼地铁上层MU21号商铺
佛山麦当劳三水西青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西青大道8号
汕头麦当劳潮南峡山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G324
汕头麦当劳外砂仙洲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外砂镇仙洲路虹璟湾北区107-109铺
汕头麦当劳陈店广汕公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陈店镇广汕公路沟湖路段汕新路旁
广州麦当劳钟村第二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020)84787831钟村街105国道钟村新城区路段西侧雄峰商城商场2，127、130、1
广州麦当劳新业路GSFS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业路23号万科里享家麦当劳
河源麦当劳十字街分店 广东省河源市中国城南街十字街地块“十字街商业广场”
广州麦当劳鸿福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钟村街祈福新村祈福缤纷汇鸿福路23、25号101房
广州麦当劳东平中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永平街东平村东平中路5号首层部分
陈家林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塘镇翡翠绿洲陈家林路59号商铺及61号商铺之部分
广州麦当劳黄石东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石东路88号白云汇广场首层101号／室及二层201、223号／室商铺
广州麦当劳萝岗九龙大道DT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中新知识城九龙大道西侧ZSCN-B1-2
广州麦当劳开泰大道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开泰大道601号109房、110房及111房及其配套部分场地
广州麦当劳石沙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石井镇石沙路86号石井国际大厦首层A-101商铺
佛山麦当劳季华西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堤田先锋村之北
汕头麦当劳东厦北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东厦北路175号星汇国际花园铺101部分、铺201部分、铺119、120连铺220
汕尾麦当劳香洲路分店 广东省汕尾市香洲路777号
黄金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展贸东路184号101
司马浦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司马浦镇下局委广汕公路南侧刺盆洋金城大酒店东侧一二层
广州麦当劳新天河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101号维多利广场首层及二层部分
猎德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猎德大道31号201、202、208号商铺
盛兴大街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市桥街盛兴大街75号、95号
官窑永安大道分店 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官窑永安大道东2号新南达大厦1、2楼
长塘路分店餐厅 广东省河源市长塘路13号河源儿童城
清远美林湖分店 广东省清远市美林湖国际社区内
黄河路DT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黄河路37号御景江南首层商铺麦当劳餐厅
碣石分店 广东省汕尾市碣石镇玄武山锦江路
梅陇分店 广东省汕尾市梅陇镇324国道
文冠路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文冠路南侧与玉潭路交接处的柏悦园5栋1号和8栋96号一层连二层
碧桂大道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洛浦街南浦东乡村碧桂大道自编18号首、二层部分商铺
盛兴大街分店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区胪岗镇泗黄村广汕公路南侧建筑物
开萝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开萝大道2号锐丰中心112房、113房及114房
新新大道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新新六路213号
石北工业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石北工业路684号12栋首层101、102、117、118、119号商铺
革新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革新路139号自编2栋115、117号铺
阳美路分店 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阳美路西富经桥村中段的蓝城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之一层部分商铺
马场路餐厅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2F220/219号
海门莲峰南路餐厅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莲峰南路1、2、3号
白云大道北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路756号一层L1C004-L1C006号商铺、二层L2C004-L2C006号商铺
金沙洲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金沙洲路111号
厦门麦当劳聚泰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聚泰商业城一楼
厦门麦当劳莲花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莲花北路菡箐大厦二层
福清麦当劳小桥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小桥街环球大厦2层麦当劳餐厅
厦门麦当劳帝豪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820号帝豪大厦底层
湖里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海天路16-22号立杰华苑
涂门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涂门街5号
厦门麦当劳五洲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禾祥西路372号
厦门麦当劳美都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中山路219-225号美都商厦一层及地下室
龙岩麦当劳麒丰餐厅 福建省龙岩市中山路麒丰商厦二楼
泉州麦当劳福华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温陵南路福华商业中心一楼
福州麦当劳元洪城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路95号元洪城首高层
福州麦当劳大利嘉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五一中路大利嘉城沃尔玛购物广场
厦门麦当劳世贸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世界贸易中心
厦门麦当劳SM商业城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SM城市广场
福州麦当劳三明列东餐厅 福建省三明市列东街68号恒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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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漳百餐厅 福建省漳州市延安北路1号新漳州百货大楼
泉州金星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东街金星大酒店
晋江麦当劳爱乐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青阳镇阳光中路爱乐假日酒店
南平滨江餐厅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路1号国家税务局
厦门麦当劳湖滨西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西路10号东方时代广场
福州麦当劳远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新中路90号
石狮麦当劳富源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九二路石狮商业步行街富源楼
厦门麦当劳加州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莲前东路嘉盛豪园东侧加洲城市广场副楼
福州麦当劳万象得来速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３７８号万象城
福州麦当劳宝龙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工业路１９３号福州宝龙城市广场Power Long Plaza,No.193,Gongye Rd
福州麦当劳群升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八一七中路888号群升国际AD块1号楼转角处
莆田麦当劳华东得来速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华东城市广场麦当劳得来速餐厅(凤凰山永辉超市旁)
厦门麦当劳思明南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思明南路118号老虎城
长乐麦当劳西洋南路得来速 福建省福州市航城镇联村村西洋南路１９５号
石狮麦当劳九二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九二路狮城国际广场
厦门麦当劳石鼓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石鼓路120号集宏大厦一楼
厦门麦当劳演武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演武路富万邦美食圈1-2层麦当劳餐厅
南昌麦当劳广场南路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大润发一楼
福州麦当劳上山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上三路８５号学生街城市广场
梧村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９２３号百源双玺大厦一楼
南安麦当劳水头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水头镇山前村“东星荷景园一期”１＃Ｂ段
长乐麦当劳长山湖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航城街道广场路39号长山湖购物广场一层
福州麦当劳金山大道得来速 福建省福州市金山大道５８９号金山大景城商业大楼１层
厦门麦当劳吕岭路DT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以南、洪莲路以东万科金域蓝湾花园三期5#楼B段的建筑物
福州麦当劳福州鳌峰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金融街万达广场步行街一、二层的1-36-2、1-3-2、2-66-1、2-33号商铺
福州麦当劳浦上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浦上大道306号福州浦上乐都汇
枋湖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金湖5号路枋湖新客运商业中心一及二层
厦门麦当劳仙岳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万达广场102商铺（1号门入口处）
福州麦当劳金洲南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浦上大道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A1至A4楼之间的二、三层2-2、3-33号商铺
厦门麦当劳滨湖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滨湖北二路98-118号A101
福州麦当劳国宾大道DT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上街镇国宾大道233号博仕家园B区的2-2#的101-104商业、129-132复式商业的商
石狮服装城车站 福建省泉州市南洋路85号服装城汽车站旧站区建筑物
泉州麦当劳泉秀街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宝洲路与泉秀路交叉口东南侧“伟润-世纪嘉园”一层
厦门麦当劳莲前西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莲前西路209号福源大厦一层商铺
厦门麦当劳七星西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七星西路3号厦门七星乐都汇购物中心L1F010A,L1F017,L2F022铺位
泉州麦当劳宝洲路万达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宝洲路689号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步行街三层3-62号商铺
宁德麦当劳宁川路万达餐厅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103号宁德万达广场步行街一、二层201、202、203号商铺
南昌麦当劳凤凰中大道（万达）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万达广场二层2055号商铺大玩家旁和三层3036商铺万达影城旁
漳州麦当劳九龙大道万达餐厅 福建省漳州市万达广场二、三层的2-2，2-3，3-22号商铺
莆田麦当劳荔城大道万达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8号莆田万达广场一层1009/1010号商铺和三层3059B商铺
泉州麦当劳安吉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安吉路五金机电城二期一层
福州麦当劳盛世茶亭居然之家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八一七中路与群众路交叉口东南角居然之家一层和负一层
福州麦当劳秀峰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秀峰路421号五四北永辉超市旁
福州麦当劳杨桥东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路中闽大厦C#二层1/12-17轴AC-DC号商铺
厦门麦当劳金湖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金湖路101号厦门五缘湾乐都汇购物中心L1F040，L1F045
龙岩麦当劳莲南路餐厅 福建省龙岩市曹溪路西侧、莲南路北侧
福州麦当劳乌山西路FSDT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乌山西路黎明街15号黎明企业集团一座二层
厦门麦当劳梧侣路FSDT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A1地块东北角部位
厦门麦当劳集美银江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银江路137号万达广场2001商铺
福州麦当劳坂中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坂中路6号泰禾城市广场购物中心三层L338号商铺和五层L522号商铺
福州麦当劳工业路分店 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233号福州苏宁广场负一楼B102号商铺及一层114号商铺
福州麦当劳甘洪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甘洪路与粱厝路交叉口永辉超市一楼
厦门麦当劳同新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同新路14号一层101#、102#、103#号及二层201#、202#、203#、204#商铺
福州麦当五四中路(嘉信)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温泉街道五四中路119号嘉信大厦
厦门麦当劳乐海路DT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乐海路与浔江北路交接处泉舜泉水湾3#地块项目C7栋一楼
福州麦当劳江滨东大道DT1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二标段
泉州麦当劳上悦城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鸿江中路159-1安海上悦城A区
武夷山麦当劳风景区DT餐厅 福建省南平市三姑度假区仙凡界路60号（三木自游小镇内）麦当劳DT餐厅
金浦大道餐厅 福建省漳州市金浦大道新都城市广场麦当劳餐厅（政府正对面）
厦门麦当劳屿后南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屿后南里121号
石狮麦当劳八七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八七路德辉广场1号门
福清麦当劳清昌大道(万达广场)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清昌大道万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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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麦当劳大道餐厅 福建省龙岩市龙岩大道与西陂路交汇处万宝广场1-2F
泉州麦当劳东海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东海大街东海湾广场
宁德麦当劳福宁大道餐厅 福建省宁德市松港街道福宁大道九大馆双子铂金广场项目南地块西楼一层1号铺的建筑物
福州麦当劳西客站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广贤路西客站1楼
泉州麦当劳惠安世纪大道二店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世纪大道天山广场
厦门麦当劳环城西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环城西路华森商业广场一楼
厦门麦当劳台湾街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江头台湾街“永华天地”项目南侧一楼至二楼
福清麦当劳福政路DT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清昌大道299号G号楼（红星美凯龙旁）
福州麦当劳万家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马祖路万家城市广场一层
厦门麦当劳滨湖东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滨湖东一里282号乐海百货一层
厦门麦当劳新兴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新兴路西岩一里3号145、146、147
福州麦当劳燎原路(江南水都)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燎原路161号江南水都一层
石狮麦当劳宝岛中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宝岛中路泰禾广场
福州麦当劳东街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96-98号东方大厦
宁德麦当劳闽东中路餐厅 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南侧
泉州麦当劳创新路FSDT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霞美镇创新路
莆田麦当劳仙榜大道DT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仙榜大道北宝峰社区
福州麦当劳化工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化工路
福州麦当劳首山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首山路东侧新都汇一、二层
莆田麦当劳荔园路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荔园路正荣财富中心
福安麦当劳新华北路DT餐厅 福建省宁德市新华北路28号华兴春天城6号楼一层
南平麦当劳建阳人民路餐厅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人民路建发悦城中心二层233号商铺
厦门麦当劳环岛路中航紫金广场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环岛路中航紫金广场
福州麦当劳则徐大道FSDT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则徐大道西侧原市联合收割机厂及周边地块
莆田麦当劳东圳路DT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荔园路片区东圳路北侧
南昌紫阳大道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紫阳大道988号奥体天虹一层
厦门麦当劳宁海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杏林万科里1楼110商铺麦当劳餐厅
莆田麦当劳城涵大道餐厅 福建省莆田市城涵大道中石油加油站
福州麦当劳罗星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罗星西路中环自贸广场
泉州麦当劳新华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新华北路开元盛世广场
厦门麦当劳湖里大道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大道18-20号联发文创口岸一层麦当劳餐厅
福州麦当劳甘洪路ADT-GS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园F区生活服务中心附属楼麦当劳餐厅
厦门麦当劳虎屿北路餐厅(山姆会员店)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自贸山姆会员店
福州麦当劳工业路红星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173号
永安麦当劳新西路餐厅 福建省三明市新西路八角楼一层
福州麦当劳盘屿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盘屿路
厦门麦当劳松岳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松岳路10号悦享中心
南昌新建长征西路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中心一楼
三明麦当劳新市北路餐厅 福建省三明市新市北路万达广场一层
福州麦当劳金榕北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金榕北路22号
厦门麦当劳湾悦城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日圆二里湾悦城一层
福州麦当劳南后街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南后街１号
宁德麦当劳学前路餐厅 福建省宁德市学前路1号
泉州麦当劳丰泽街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街丰泽广场一楼
九江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江西省九江市德化路与会馆路交界处东北侧
南昌麦当劳西湖万达广场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抚生路1888号万达广场
福州麦当劳晋连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晋连路19号世欧广场南区201
福州麦当劳上藤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六一南路118号汇达花园118号
泉州麦当劳九一街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九一街79号百脑汇商厦
福州麦当劳塔头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塔头路1号海联大厦一层
福州麦当劳东二环连潘DT 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中路246号
南昌麦当劳丰和南大道DT(山姆会员店)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乐世界购物中心
泉州麦当劳惠安世纪大道DT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世纪大道禹洲国际步行商业街
泉州麦当劳通港西街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通港西街东海泰禾广场
漳州麦当劳金峰南路餐厅 福建省漳州市金峰南路101号
厦门麦当劳钟宅路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钟宅路海天广场67号海鸿楼一楼
厦门麦当劳高林路(万科金融中心)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高林中路523号云玺.万科里
南昌东岳大道餐厅 江西省南昌市象湖新城东岳大道23号COCO悦城购物中心1F麦当劳
云霄政通路餐厅 福建省漳州市政通路6号万星城市广场一层
泉州笋江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笋江路泉州市鲤城区笋江路新天城市广场一层101号、二层201号商铺
厦门鼓锣一里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鼓锣一里61号闽篮城市广场北门
八一七北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八一七北路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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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鞋都路餐厅 福建省泉州市鞋都路新城吾悦广场一楼、二楼
北环中路恒力博纳广场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北二环路恒力博纳广场一楼
福州振武路（三迪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振武路三迪联邦大厦一层
余干昌万公路餐厅 江西省上饶市昌万公路天虹购物中心
抚州赣东大道餐厅 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68号一层临街1-10，1-11号商铺和二楼B-2号商铺麦当劳
宁化龙门路餐厅 福建省三明市翠江镇龙门路客家影视院线综合体
福州麦当劳金港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金峰镇金港路金港城商业中心1号门1-2楼
福州铜盘路餐厅 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2号一层01商铺
厦门东孚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东孚商业街天竺一里103号101单元
深圳麦当劳光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解放路西华宫光华楼二楼
深圳麦当劳上步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79号华垦大厦一楼
深圳麦当劳明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蛇口海上世界商业中心
红宝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南路国都购物中心首层
深圳麦当劳南山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大道愉康大厦一楼55-62号
深圳麦当劳东门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中路南海中心大厦一楼
深圳麦当劳宝安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街道80区新城广场首层
深圳麦当劳翠竹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田贝一路华丽苑首层
深圳麦当劳布吉金利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金鹏金利商业广场103号
深圳麦当劳怡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凤凰路中山花园首层
深圳麦当劳新安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建安一路裕宝大厦2楼
深圳麦当劳洪湖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洪湖花园首层103B
深圳麦当劳长安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白沙岭百花四路长安花园裙楼首层
深圳麦当劳松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松岗镇松明大道一号松乔酒店
深圳麦当劳龙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镇龙平路24号前后栋首层
小榄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新市路73-75号新新商场一楼（旧花城酒店旁边）
东莞麦当劳向阳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向阳路18号侨务大厦一层及夹层
东莞麦当劳太平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民路97号裕隆商厦首层及二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石龙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红棉路1号大华广场一层及二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福星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星路9号福星花园大厦首层
深圳麦当劳龙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镇人民北路龙华汽车站首层
深圳麦当劳平湖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平湖镇守珍街深平大厦
景腾麦当劳 广东省江门市江会路一号景腾广场一楼
台山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江门市通济路二至四号二层
东莞麦当劳常平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新市场路广源大厦首层
东莞麦当劳塘厦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塘夏镇兴业街1号鸿豪酒店首层及四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梅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梅华路梅沁楼首层西侧
惠阳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淡水镇崇雅路1号麦当劳餐厅
湛江餐厅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大道南34号湛江大厦首层
深圳麦当劳泰宁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爱国路泰宁花园首层
惠州麦当劳西湖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环城西一路38号一、二、三层
深圳麦当劳景田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莲花路金色家园首层F#
深圳麦当劳金田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金田南路嘉意台首层
深圳麦当劳公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公明镇建设西路南星大厦首层
深圳麦当劳莲塘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莲塘聚宝路聚宝综合楼首层
深圳麦当劳西丽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西丽镇众冠花园城首层
东莞麦当劳石碣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崇焕中路南铭商业中心首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花园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花园路商贸广场首层
深圳麦当劳龙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翔大道世贸中心首层
东莞麦当劳文化广场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西城楼文化广场百佳首层
海口麦当劳东方广场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一横路99号东方广场首层
东莞麦当劳清溪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香芒东路一号华润超市首层及二层
春风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春风路云景豪苑首层及二层
深圳麦当劳华强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上步工业区102栋部分一层、部分二层
丽日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环城西二路丽日购物广场首层
江门东湖麦当劳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港口路7号粮出大厦首层部分、二层部分及附楼
东莞麦当劳雍华庭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大道雍华庭步行街
茂名麦当劳明湖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四路2－8号明湖商场首层麦当劳
中山三乡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文昌路壹加壹商业大厦首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横沥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中山路南铭购物乐园
深圳麦当劳布吉坂田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镇坂田五和大道阳光湾畔百货首层
深圳麦当劳龙岗天虹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镇深惠公路旁龙盈泰商业中心首层
中山麦当劳大信分店 广东省中山市大信南路大信新都会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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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当劳布吉凯利莱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镇振兴大道吉信大厦首层139号及二层203号的一部份
深圳麦当劳坪山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街道建设路民乐福商场一楼麦当劳餐厅
深圳麦当劳前海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路港湾丽都宝润商业广场首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大岭山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教育路金晖大厦部分首层
深圳麦当劳南山书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油大道南山书城首层及二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石龙汇联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新桥路汇联步行街首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龙吉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镇深惠公路布吉沃尔玛超级市场首层部分、二层部分
中山麦当劳假日广场分店 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 假日广场部分首层（假日麦当劳）
中山逢源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逢源路5号25-30卡
深圳麦当劳华强茂业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路茂业百货负一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世博广场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世博广场G区部分首层及加建二层
惠州麦当劳南坛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南坛东路17号美博城首层麦当劳
东莞麦当劳万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大道华南Mall部分首层及部分二层
鹤山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江门市广东江门沙坪镇义学路新天地麦当劳
小榄新华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新华路大信新都汇首层（118广场正对面）
东莞麦当劳常平金汇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南埔金汇大厦首层
东莞麦当劳虎门步行街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步行街64号综合楼首层
深圳麦当劳新洲绿洲景花园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强路与新洲三路交汇处绿景花园家乐福二层
深圳麦当劳宝安易达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创业二路与翻身路交汇处易达大厦首层
东莞麦当劳星河传说得来速 广东省东莞市东升路星河传说帕萨迪纳商业中心A座
江门麦当劳大新路分店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大新路21号104铺
惠州麦当劳世贸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府前路1号惠州世贸中心一期首层
东莞麦当劳长安明珠广场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青街明珠广场首层
深圳麦当劳花园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人民北路美丽ＡＡＡ大厦首层
海口麦当劳京江广场得来速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京江广场2号商场首层
惠州麦当劳淡水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淡水镇人民五路万联购物广场
深圳麦当劳潮流前线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与中航路交界潮流前线地铁商场地下一二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佳宁娜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南路佳宁娜友谊广场二层
深圳麦当劳东海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红荔西路南侧东海购物广场
深圳麦当劳花园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
东莞麦当劳桥头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田新商业广场门前停车场
深圳麦当劳怡景中心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华路怡景中心城Ｇ层FG002
东莞麦当劳塘夏东港城得来速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东路东港城一楼#A101-A104
深圳麦当劳石岩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石岩镇宝石南路第一工业区１１号国惠康东北角
常平麦当劳海霞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海霞新都会广场麦当劳
中山水牛城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富华道63号水牛城商业广场一层一区013-020卡
深圳麦当劳龙岗岁宝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翔大道新亚洲花园十区岁宝百货首层
厚街麦当劳明丰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南路115号明丰广场一楼
国际新天地 广东省肇庆市康乐北路九号国际新天地首二层的部分面积
深圳麦当劳锦绣江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街道梅龙路锦绣江南２栋首层
深圳麦当劳坑梓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坑梓街道人民西路３３号
中山港大道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大道西侧建筑即壹加壹一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天安数码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西路车公庙工业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主楼首层
东莞麦当劳时尚岛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鸿福路88号莱蒙商业广场一层
深圳麦当劳龙华和平东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街道办和平东路富联华商贸中心大润发商场东侧一楼
深圳麦当劳横岗志健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横岗镇茂盛路志健时代广场首
东莞麦当劳黄江富康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莞樟路富康花园前广场
海滨餐厅 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观海路１８３号荣基国际广场首层
深圳麦当劳上沙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上沙七路上沙综合商业楼建筑物首层1 2 3号商铺及夹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南山海岸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海岸城购物中心
深圳麦当劳福永国惠康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永镇福永大道怀德城市花园一楼
东莞麦当劳樟木头蓓蕾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蓓蕾街APM商城
东莞麦当劳牛墩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镇中路四季名苑17--20号
台山环市路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台城台山碧桂园一期北片盈翠苑三六街2号商住楼
深圳麦当劳东门町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永新街南塘商业广场Ｃ区1-2层部分
云浮麦当劳分店 广东省云浮市兴云中路金凯莱国际商务酒店首二层
新会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大道２５号第１１０号铺
深圳麦当劳松园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松园路鸿翔花园二栋一层103号
深圳麦当劳平湖丹平大道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大皇公商业中心第十幢建筑物的一部分　具体为一层的铺位
东莞麦当劳谢岗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圩镇广场中路谢岗胜润百货商场一层
深圳麦当劳金田二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金田路3037号建筑物负１层N01,N02,N02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东坑中兴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中心路东裕广场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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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演达路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河南岸９号小区教师新村首层
中山沙朗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８８号朗日酒店一层一部分及二层一部分
东莞麦当劳科技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科技路城市风景街区２号楼首层及二层
中山麦当劳博爱七路得来速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府用(2006)第易150719号地块
深圳麦当劳龙华民治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民治大道潜龙鑫茂花园１栋首层１０１号Ｂ，Ｃ商铺
东莞麦当劳寮步得来速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红荔路景泰香都购物广场首层
东莞麦当劳企石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振华路华润购物广场道层
台山麦当劳台山西路分店 广东省江门市台西路220号商业城正门口
深圳麦当劳沙河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湾二路与白石路交汇处御景东方花园裙楼负１０１Ｂ１－０７号
古镇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中兴大道六坊村综合楼首层（益华百货南门对面）
张家边东镇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大道与康祥路交汇处的金汇豪庭一层５５－１卡及５５－２卡
南头DT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金湾广场超级市场首层１及２号商铺
惠州麦当劳仲恺大道得来速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开发区４５号小区欣欣家园首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凤岗三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风深路财富新地首层
东升DT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大街朝阳花地广场一层部分(壹加壹超市旁）
东莞麦当劳中堂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１９２号一层
深圳麦当劳布吉罗岗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街道信义假日名城溢芳园
惠州麦当劳博罗园洲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园洲镇刘屋管理区兴园路
惠州麦当劳东湖西路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东平东湖西路东８号小区的建筑物的一部分
中山麦当劳中山三路分店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怡华大厦西座首层（益华百货正门对面）
肇庆麦当劳端州四路分店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四路星湖国际广场首层
海口麦当劳国贸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富国商业广首层
深圳麦当劳新沙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沙路与中心路交汇处华润万家首层１０００４号
深圳麦当劳宝安大道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大道金港华庭首层
建设路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建设路１９６号２幢一层
中山坦洲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南坦路宗地号为　中府国用2005第331145号地块东北角
深圳麦当劳皇岗村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村委广场楼首层
惠州麦当劳博罗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罗阳镇北门路恒利商业大厦1－2层
深圳麦当劳前进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前进路桃源居14区1栋一区104、105、106号
东莞麦当劳康乐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北路厚街国际大酒店首层
海口麦当劳盛达景都得来速餐厅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3号盛达景都f栋103
深圳麦当劳观澜大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观澜街道桂澜社区观澜大道487号二楼202
深圳麦当劳华南城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平湖街道华南大道一号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内的宗地号为G04226-0034的地块
深圳麦当劳南新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新路3030号南山欢乐颂首层
深圳麦当劳和平路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4003号世界金融中心裙楼地面层LG03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嘉宾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南路3002号
深圳麦当劳新生村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街道新生社区深惠路1337号综合楼604-0400-36057
深圳麦当劳前海2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路0389号雷圳碧榕湾海景花园东区商业楼1层07-09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桂庙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大道１１７５号新绿岛大厦１层Ｂ号
东莞麦当劳东城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东城大道天一城广场麦当劳餐厅
码头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博爱三路38号2座1层
深圳麦当劳松白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松岗街道集信商业广场1层A2、A3、A10铺位
深圳麦当劳南海大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海大道东侧信和自由广场２栋
深圳麦当劳凤凰大道DT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凰山大道美食街第3栋首层
深圳麦当劳深惠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联摩尔城一层S110室商铺
深圳麦当劳罗田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新安街道创业路高发西岸花园1栋L101、L102、L103、L105商铺
深圳麦当劳布心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太白路布心肉菜市场（太白路1088号）
东莞麦当劳虎门黄河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黄河时装城西门负一楼
惠州华贸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九号惠州华贸天地B1层0111号商铺
东莞麦当劳富民大道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长塘村（富民大道旁）盈丰大厦首层麦当劳
深圳麦当劳龙福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城街道龙福西路家和盛世一期一层120、121、122商铺
深圳麦当劳塘尾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永街道塘尾社区凤塘大道与工业大道交汇处唐美商场停车场地块
深圳麦当劳布吉三联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街道三联社区联布北路东侧综合楼
深圳麦当劳沙盐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沙盐路瀚海东岸裙楼一层122和二层201
深圳麦当劳南园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5号中信城市广场LG层L133、L134、L135、L136和L137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进场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宗地号A201-0014即A201-0060Y内，机场第二加油站用地的地块城一层三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深南西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地铁1、２号线世界之窗北侧邻接益田假日广场地铁商铺B2层M47-M48
深圳麦当劳锦龙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街道锦龙路与惠康路交汇处海轩广场（即万科红项目）一层(033-041号铺位)
深圳麦当劳文心六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文心六路保利文化广场商业A区一层A1-49-01商铺
深圳麦当劳新高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西丽新围村新华大厦3栋一层15、16、17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鸿基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鸿基中路4号一座A5、A6、A35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高新南环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南环路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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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城南二路2号
东莞麦当劳泰和商业街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南区东泰社区内泰和商业街友宜城综合市场主楼首层DT01ZL13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人民南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南路3005号深房广场裙楼第一、二层
深圳麦当劳振中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路华强广场1栋101建筑物的一部分
深圳麦当劳新洲南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强路4001号AB座号一层A109室
深圳麦当劳绒花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长宝大厦E段第一、二层
深圳麦当劳海山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海山路和亨城市广场的建筑物一楼、二楼商铺
深圳麦当劳高新南一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南一道009号中国科技开发院孵化大楼106、108、111室
深圳麦当劳海城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街道宝源路与海城路交汇处泰丰广场A栋101一层F130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民治大道2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425号第一工业区四号首层商铺
深圳麦当劳八卦二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八卦二路旭飞花园Ａ栋一层、二层部分
东莞麦当劳连升中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连升中路11号国际购物中心负
东莞麦当劳南城宏伟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伟路1号景湖时代花园14栋
深圳麦当劳坪地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坪地街道坪地社区深惠路坪地段3030号1层A1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桃园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北路干货仓603栋A1-A7一层
深圳麦当劳坂雪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坂田街道坂雪岗大道4026号一层 A-01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东门中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中路东门天地大厦（鹏运广场）地下室与晒布路地铁站下空间地下一层D28-D3
深圳麦当劳华发北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振兴路55号一层A61、62及二层B59-64、94-96号商铺
中山麦当劳起湾道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道麦当劳餐厅
深圳麦当劳清湖地铁站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和平路清湖地铁站C出口金銮国际大厦2楼
深圳麦当劳民乐村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民治街道民乐一区民乐大厦1楼
深圳麦当劳华旺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旺路与华盛路交汇处1楼（麦当劳餐厅）
东莞麦当劳石排大道DT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石排休闲广场
中山新天地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雅居乐新城二期商业广场D栋顺昌购物广场一楼
江门麦当劳胜利路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胜利路28号江门地王广场一层1002号商铺、二层2001、2169、2173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横岗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横岗街道力嘉路新马商贸城1#楼1100号房及其楼前停车场
东莞麦当劳松湖中心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区新竹路万科生活广场首层麦当劳
中山半岛DT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半岛路1号阳光半岛商业群楼03栋一层一部分
中山凤鸣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凤鸣路2号中天广场二层部分商铺（孙文西路步行街路口二楼）
东莞麦当劳长安东门中路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1号长安万达广场二层2053、2071商铺
深圳麦当劳红荔西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红荔西路莲花三村现代演艺中心大厦首层东北角商铺
深圳麦当劳新闻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新闻路一层及二层部分商铺
阳江南恩路餐厅 广东省阳江市南恩路2号首层及二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清林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黄阁北路天安数码城创业园2#-1厂房B号铺
惠州麦当劳鹅岭北路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北路20号1层及2层,具体为1层5号、5A号、6号商场、2层204号、205号商场部
人民东路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沙坪鹤山广场首层1018、1019、1020、1038、1039、1040号商铺
东莞麦当劳厚街三屯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道路万科金域国际首层麦当劳
深圳麦当劳新湖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街道西乡大道与新湖路交汇处魅力时代花园A-J裙楼B1层B1001a号商铺以及1F
深圳麦当劳福华三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3、4号裙楼二层2078号部分铺位
深圳麦当劳光明大街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大街光明工会2栋209部分、210、211、212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龙平西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平西路
深圳麦当劳南岭村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南岭东路28号A138.A139.A140.A141.A412
惠州麦当劳惠州大道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26号小区盛丰商务大厦首层102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福永桥头GSFSDT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海街道办桥头社区宝安大道6269号
东莞麦当劳莞穗路GSFSDT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路107国道织窝基综合楼前停车场地块
深圳麦当劳公明建设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建设路56号
深圳麦当劳迎宾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迎宾路18号滨海阳光花园一层101、101B 、103、104、106号铺位
深圳麦当劳侨城西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中旅广场裙楼105号
中山龙瑞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歧沙路29号龙瑞国际服装城旁
高州麦当劳高凉中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高凉中路太阳城广场负一楼
湛江麦当劳海北路分店 广东省湛江市海北路九号之一鹰展广场首层
深圳麦当劳宝安中心区创业一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创业一路宏发领域一楼1-17、1-18、1-19、1-20、1-21
深圳麦当劳高新中五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区中区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一层101-A
深圳麦当劳龙岗大运GSFSDT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黄阁路大运中心
深圳麦当劳石岩大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石岩大道农艺大厦一层
深圳麦当劳景芬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镇水径村华浩源B区会所
海口麦当劳海秀明珠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路16号海南明珠广场一楼西区
深圳麦当劳新湖路二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新湖路西城雅筑花苑商业裙楼一层107A号商铺
江门麦当劳开平大道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大道1号1幢首层东汇城
深圳麦当劳观光路GSFSDT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大水坑大三村大三阁郡(商业广场)
深圳麦当劳建安一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建安一路99号海雅缤纷成负一层东北角B1-025
深圳麦当劳东纵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纵大道万达广场2楼2027/2028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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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当劳白龙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白龙路龙悦居四期首层
观海路餐厅 广东省湛江市观海北路18号丽湾名邸住宅小区A1、A2幢L1层032号、L2层038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大和路GSFSDT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观澜街道大和路西侧中航格澜花园13栋15、16、17、18、19、25、26 、27、28号
东莞麦当劳长青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1号万科广场B1-001
江门白石大道餐厅 广东省江门市汇悦城广场负一层DJ101室
深圳麦当劳梅龙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民治街道梅龙路西侧公馆1866花园裙楼23号N-L117、N-118
廉江麦当劳大道分店 广东省湛江市石城镇政府现办公用地西侧
深圳麦当劳华旺路2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旺路同富裕工业园区内建筑物的第11栋100号
深圳麦当劳布沙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樟富北路38号建筑物B1,1F（部分商铺）
万达麦当劳 广东省江门市北新区发展大道以北、八卦山以南侧路段
中山麦当劳博爱六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博爱路远洋大信新都汇首层南门旁
中山富华道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富华道天悦城麦当劳餐厅
新兴东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新兴东路大信新都汇（云顶星河正门旁）
深圳麦当劳公园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公园南路海湾广场海尚国际118号铺
深圳麦当劳民生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明民生路宏发上域一楼
深圳麦当劳沙井路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街道沙井路168号京基百纳广场
新圩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新圩镇北门街国威大厦一层编号为1F08号商铺
东莞麦当劳东骏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骏路16号香城名门花园2栋105、106、107、108、115、116号铺
罗定麦当劳龙园东路餐厅 广东省云浮市龙园东路体育商业中心首层麦当劳餐厅
东莞麦当劳龙平南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大运城邦首层部分
肇庆麦当劳河南中路分店 广东省肇庆市河南中路新城市广场首层5号铺
深圳麦当劳石厦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石厦北二街89号
深圳麦当劳保康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保康路信义御城8栋首层117、118、119号铺
海口麦当劳金棕榈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解放西路9号金棕榈广场首层D128
深圳麦当劳宇华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大道中心广场
肇庆麦当劳要南一路分店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市要南一路52号蔚蓝国际商业中心6#楼1层及2层
东莞麦当劳高埗振兴路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振兴路78号
深圳麦当劳农林路(山姆会员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侨香路与农林路交界东南的深国投商业中心山姆会员店一层F1F0001铺位
东莞麦当劳塘厦迎宾大道GSFSDT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北路15号B栋
深圳麦当劳前进路GSFSDT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大道与前进路交汇处
东莞麦当劳龙平东路GSFSDT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龙平东路油甘埔村民公寓楼
惠州麦当劳惠东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华侨城大道创富广场1层北门
深圳麦当劳坂田天安DT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坂田街道岗头社区雪岗北路2018号天安云谷一期3栋D座首层
恩平麦当劳新平中路分店 广东省江门市恩城新平中路18号
四会大道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大道
东莞麦当劳中堂GSFSDT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雅苑路居益花园19栋商业楼
东莞麦当劳塘厦蛟坪路DT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蛟坪路123号万科四季花城29栋麦当劳餐厅（人民医院旁边）
深圳麦当劳龙胜（龙华和平里）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胜地铁站和平里首层及二二层部分
深圳麦当劳平湖大街分店(龙洲百货)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麦当劳人民北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文化广场Ucity一楼及二楼
肇庆麦当劳大旺分店 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工业大街10号一层177/178/180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登良路(南山来福士)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登良路来福士一期1F
湛江麦当劳康顺大道(凯德广场)分店 广东省湛江市椹川大道376号
惠阳麦当劳惠南大道GSFSDT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淡水惠南大道花样年
深圳麦当劳京基上沙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滨河大道9289号京基滨河时代广场裙楼116、117、118和214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中康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上梅林中康路卓悦汇B1-18、B1-19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金稻田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金稻田路福安购物广场一楼Y003-Y004号
深圳麦当劳园岭中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园岭园中花园C,D,E栋一层及二层部分面积建筑物
深圳麦当劳新洲九街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新洲九街绿景家园二期1、2楼部分商铺
海口麦当劳海甸城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东路2号海甸城L1-01
深圳麦当劳黄贝岭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地铁黄贝岭站商业空间1号商业区场地
深圳麦当劳创业二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创业二路中洲中央花园
阳江麦当劳新江北路分店 广东省阳江市阳江新江北路
深圳麦当劳楼岗大道DT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松岗街道楼岗大道48号A栋一层1-5号铺位
东莞麦当劳石龙(沃尔玛)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裕兴路沃尔玛购物广场１F
深圳麦当劳松岗沙江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松岗街道溪头社区沙江路136号一层B07、B08铺位
深圳麦当劳建安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上川路与建安一路交汇处（盛荟项目）一层部份
深圳麦当劳木棉湾地铁站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大道木棉湾龙岗大道一号
茂名麦当劳电白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东阳北街45号金海购物广场首层
茂名麦当劳西粤中路(凯德广场)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西粤中路8号凯德广场麦当劳（沃尔玛）
惠州麦当劳仲恺五路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陈江仲恺五路天益城
深圳麦当劳鲤鱼门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周大福全球购物中心二期一层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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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麦当劳陈江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江文化广场地面西北角附属商业楼
海口麦当劳万达广场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万达广场一楼2号门1053号商铺
陵水麦当劳海韵广场分店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滨河路海韵广场二期酒吧街A幢
深圳麦当劳梅林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北环大道与梅林路交汇处佐阾虹湾购物中心一楼L1018
中山麦当劳南朗分店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岭南路62号壹加壹时代生活广场C栋首层2、3、4卡以及B栋二层B2-002卡
肇庆麦当劳广宁分店 广东省肇庆市环城东路地块尚东又一城商住小区101号商铺
深圳麦当劳龙观路(龙华保利)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观路保利悦都麦当劳
深圳麦当劳平安大道DT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平湖街道平安大道华南城铁东物流园
深圳麦当劳益田地铁站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强路益田大厦
茂名麦当劳油城十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十路1号大院
深圳麦当劳科苑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中国科苑路8号讯美科技广场3号楼裙楼一楼15、16号商铺
东莞麦当劳松山湖新城大道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新城大道2号华为南方工厂厂房B区
化州麦当劳北京西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河西街道北岸开发区北京路边吉洲广场商住楼第一层101商铺-01A
深圳麦当劳中航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3018号世纪汇广场商场第一层124及125号商铺
海口麦当劳灵山绿地广场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海榆大道9号
惠州麦当劳惠阳天安DT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淡水办事处人民四路19号天安星河广场营销中心二层
肇庆麦当劳端州三路餐厅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三路星城广场首层08、10商铺
阳江麦当劳三环中路分店 广东省阳江市三环中路名扬国际广场首层B101
海口麦当劳紫园王府井生活广场分店 海南省海口市美林路5号王府井恩祥生活广场西北角首层
深圳麦当劳龙华山姆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路山姆
深圳麦当劳罗湖解放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南路2010号龙园创展大厦首层06/6A号商铺
海口麦当劳金鼎路DT餐厅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西路10号
东莞麦当劳麻涌星河城市广场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建设路69号星河城市广场
茂名麦当劳双山六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六路
惠州麦当劳大亚湾万达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万达广场步行街1层1059
深圳麦当劳兴华一路(壹方城)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一路99号壹方城B2层031号商铺
中山麦当劳石岐大信二期分店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和莲员东路交汇处石歧大信都汇二期商场二楼2FA10及五楼5FA1铺位
深圳麦当劳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5栋01层01-04号商铺
东莞麦当劳常平振兴路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振兴路2号东莞正利购物广场的建筑物一层1033,1034号，二层2008号铺位
阳江麦当劳东门南路 DT分店 广东省阳江市阳江门东门南路
东莞麦当劳沙田大道得来速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田大道东港城商业中心41号楼103号部分
惠州麦当劳水口DT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水口街道办龙湖东四路10号南贸花园三期
万宁华亚城餐厅 海南省万宁市建设路
花园城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南海大道花园城中心一层130铺
海垦广场餐厅 海南省海口市中国海秀中路农垦时代广场一层S140/S141号商铺
富康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康路229号环球贸易广场一楼1001、1002号铺
坂田佳华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坂田街道吉华路与五和路交汇处佳华领汇广场一期1栋B座商业01层09、10号房屋部
吴川海港大道餐厅 广东省湛江市吴川海港大道金沙广场首层1003-1006号收铺
深圳麦当劳坂坪山东纵路分店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深汕路与东纵路交汇处六和商业广场L1层1001号铺位
信宜人民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东镇人民路33号
中兴北路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北路196号君跃荃新时代11栋
赤尾村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滨河路与华强南路交汇处御景华城花园1层L110/111/124室商铺
皇岗路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一期）商业B1层M06号商铺
永安一路分店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永安一路18号星汇云锦花园天喜星苑5幢的建筑物1层第L106号商铺
福田高铁站南通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地铁站时尚美食广场C区
阳江东风路分店 广东省阳江市东风三路分店88号一层1201、1202、1203以及二层2201号商铺
福源北路餐厅 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福源北路2号世源广场首层（壹加壹旁）
储能大厦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1层G号商铺
阳江东风三路餐厅 广东省阳江市东风三路123号东汇城广场一层1093-1097号，二层2072-2074号商铺
白石龙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玖龙玺花园二期北区半地下1N53-1N60号商铺
南城莞太路餐厅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115号一层1094号铺以及二楼一部分
龙光城餐厅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西南大道88号龙光城购物中心B1层035A、036和131A号铺商铺
龙城大道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大道龙城时代广场L2-27-30号商铺
肇庆星湖大道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与蓝塘北路交汇处西南角
茂名光华南路分店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光华南路178号大院1959文创街1-8房首层1-3号房及1-5房二层1-4号房
珠海百货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珠海百货广场一楼
珠海敬业路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敬业路８８号
紫荆路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紫荆路303号
柠溪路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柠溪路282号柠发商贸城1F001,1F066,2F001
珠海金海岸大道西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三灶镇金海岸大道西257号1栋1层101-104、144号商铺及2层201号商铺
珠海唐家湾轻轨站路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金凤路393号广珠城轨唐家湾站
珠海翠前北路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翠前北路28号招商花园城二期沃尔玛商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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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虹晖一路麦当劳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虹晖一路50号首层42-1、44-1号商铺
珠海麦当劳华发商都分店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大道8号华发商都1#楼1层【A1041、A1040、A1039、B01、B02】号商铺
珠海白蕉路得来速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白蕉镇白蕉路26号万科魅力生活广场26号铺位
珠海吉林大学麦当劳餐厅 广东省珠海市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生第四饭堂1楼02号商铺
上海麦当劳静安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万航渡路18号
上海麦当劳洛川东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洛川东路500号
上海麦当劳四平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溧阳路1114号
上海麦当劳打浦桥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瑞金南路1号（打浦桥餐厅）
上海麦当劳四川北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四川北路1500号
上海麦当劳宝山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友谊路158号
上海麦当劳水城南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水城南路258号
上海麦当劳沪闵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闵路7388号（百联南方商城一楼）
上海麦当劳曲阳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曲阳路570号
上海麦当劳嘉定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博乐路190号
上海麦当劳中信泰富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号
上海麦当劳金沙江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沙江路794号
上海麦当劳徐家汇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天钥桥路1号（徐家汇1#店）
上海麦当劳好又多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齐河路258号
上海麦当劳乐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中山北路1855号
上海麦当劳金山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一东路158号
上海麦当劳松江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中山中路168-188号
上海麦当劳吴中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吴中路1218号
上海麦当劳闵行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江川东路1050号
上海麦当劳田林好又多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桂林路402号（近沃尔玛超市）
上海麦当劳乳山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乳山路135号
上海麦当劳武宁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
上海麦当劳中原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中原路126号
上海麦当劳铜川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铜川路1688号铜川乐购一层
上海麦当劳豫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丽水路88号
上海麦当劳奉贤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桥镇人民中路196号
上海麦当劳川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新川路400号
上海麦当劳食品一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东路720号
上海麦当劳杨高南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杨高南路1126号
上海麦当劳陆家嘴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陆家嘴路168号（正大广场5楼35-36店铺）
上海麦当劳七宝乐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七莘路3049号
上海麦当劳梅川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梅川路1350号
上海麦当劳虹梅路地铁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闵路8075号
上海麦当劳长寿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长寿路393号
上海麦当劳好又多长桥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老沪闵路809号 （近沃尔玛超市）
上海麦当劳仙乐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388号
上海麦当劳临汾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共和新路4330号
上海麦当劳新世界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2-68号地下一层
上海麦当劳南汇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惠南镇城东路378-392号 （世纪联华超市）
上海麦当劳仙霞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仙霞西路88号
上海麦当劳青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青安路55-59号
上海麦当劳新华联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淮海中路755号
上海麦当劳联洋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芳甸路185号
上海麦当劳祁连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聚丰园路205号
上海麦当劳丰庄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曹安路1685号
上海麦当劳江湾镇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地铁3号线江湾镇站1楼
上海麦当劳长江西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共和新路5523号
上海麦当劳外高桥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浦东台北西路200号
上海麦当劳新闸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新闸路245号（近黄河路）
上海麦当劳东方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潍坊路162号
上海麦当劳塘桥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浦东南路2100号
上海麦当劳牡丹江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牡丹江路1258号
上海麦当劳张杨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张杨路601号
上海麦当劳长宁路二号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B2层708地铁站外
上海麦当劳五角场万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松沪路77号B1-A05
上海麦当劳莘松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新桥镇莘松路1028号101室
上海麦当劳天山西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天山西路138号
上海麦当劳沪宜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嘉定沪宜路3145号

黄媛媛
铅笔

黄媛媛
铅笔



2018/8/6 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http://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16/39

上海麦当劳轻轨曹杨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轻轨三号线曹杨路站
上海麦当劳亚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陵东路５００号上海亚龙国际广场地下２层
上海麦当劳友谊百货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东路３５３号（山东中路九江路）
上海麦当劳龙阳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龙阳路2100号，磁悬浮底层132室
上海麦当劳九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九亭镇沪亭北路563-565号
上海麦当劳航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航北路６４９号１０１室
上海麦当劳殷高西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殷高西路538号
上海麦当劳秣陵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秣陵路２５８号上海友谊服装商厦一层及地下室部分
上海麦当劳周浦万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周浦镇沪南公路３４４９弄万达广场1幢，１０-1，２０６号的场地
上海麦当劳金桥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张杨路3611弄8座107-111,114（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内）
上海麦当劳仲盛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城
上海麦当劳吴江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吴江路169号四季坊B1楼B101号铺（近南京西路地铁站3号出口）
上海麦当劳日月光SML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徐家汇路618号日月光中心商场地下二层TK-67室
上海麦当劳北蔡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南路999号（51生活广场）
上海麦当劳桃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红棉路301弄6号一层101室
上海麦当劳世贸商都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258号1幢一层
上海麦当劳万航渡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万航渡路889号的悦达889广场
上海麦当劳江桥万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沙江西路1051弄16号,1号江桥万达广场2016，2018室
上海麦当劳上海城2#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遵义路100号南丰城
上海麦当劳越洋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1601号芮欧百货地下二层B208
上海麦当劳友谊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友谊路1881号、1883号
上海麦当劳华山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华山路2038号
上海麦当劳昌里路浦东商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昌里路333号地下一层及地面一层商铺（浦东商场）
上海麦当劳中海万锦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大统路679号、681号、691号、695号
上海麦当劳虹井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虹井路288号1层121A、121C号/室商铺及2层221A号/室
上海麦当劳东昌路世界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浦东南路855号B1层西部XA1-01-08商铺
上海麦当劳鑫都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鑫都城配套商业设施3号楼新源路3038号1层甲商铺
上海麦当劳鞍山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控江路1667号二楼商铺
上海麦当劳卜蜂莲花新镇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宝铭路8号卜蜂莲花新镇店首层H-02商铺
上海麦当劳岚皋路-品尊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铜川路26号地下一层C1室商铺
上海麦当劳安亭嘉亭荟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嘉定墨玉南路1055号1层141室
上海麦当劳光启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宜山路455号地下二层11-1、11-2、12、13室光启城时尚购物中心
上海宝山万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一二八纪念路988弄1号401-1号商铺
上海麦当劳凯旋路-新淮海坊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凯旋路1586号2层商铺
上海麦当劳绿地东海岸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川沙路5558号弄绿地东海岸国际广场6、7号楼103、202室
上海麦当劳控江路吉买盛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控江路1063号
上海麦当劳开元地中海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新松江路927弄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二层2001A室
上海麦当劳淮海百盛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黄埔区淮海中路918号九海百盛广场地下一层
上海麦当劳金平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东川路2376号104室金平路地铁站附近
上海麦当劳瞿溪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瞿溪路691号1幢一层商1室商铺（瞿溪路店）
上海麦当劳顾戴路万源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万源路550号
上海麦当劳华宁国际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宣化路300号华宁国际广场裙房商场地上一层109、110、111室和地上二层208室
上海麦当劳长阳路欧尚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龙口路165号一层西南侧
上海麦当劳斜土路2号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斜土路1646号一层和二层（斜土路2#）
上海麦当劳福泉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钟路631弄3号105室
上海麦当劳桂平路-漕河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内桂平路391号1号楼114B室（桂平路餐厅）
上海麦当劳鲁迅公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四川北路2398号鲁迅公园儿童乐园管理服务中心一层和二层一部分（具体商铺号为
上海麦当劳南翔轻轨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佳通路31弄1号三层商铺
上海麦当劳淞宝加油站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牡丹江路143号一楼
上海麦当劳中山公园-交通枢纽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地铁中山公园站地铁站内店-近8号口
上海麦当劳宝地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昆明路555号宝地广场商场部分101号单元
上海麦当劳富锦路地铁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蕴川路2462号1层101号B/C/D室
上海麦当劳蓝村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蓝村路450号3幢二层
上海麦当劳汉中路隆宇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恒丰路299号隆宇国际商务广场101室的L101和L102号、201室L201和202号
上海麦当劳金杨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杨路618号（金杨第一商城）
上海麦当劳金沙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沙江路2239弄1号金沙和美广场B1/F1-20-1室
上海麦当劳东川路MTR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泸闵路1220号轨道交通5号线站5-106
上海麦当劳同济广场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嘉松北路6130弄191号S2-101
上海麦当劳淮海中路APM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地产1层(LG2)230室
上海麦当劳巨峰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巨峰路1058弄2号（晨达美食城1楼）
上海麦当劳大华第一坊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真华路950号
上海麦当劳柳州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柳州路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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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麦当劳博山东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博山东路68号(家得利超市旁）
上海麦当劳良华购物中心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申滨路960号一层1F-1室商铺
上海麦当劳中山北路龙金大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中山北路311号101室A区和201室A区
上海麦当劳九亭MTR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松公路1501号轨道交通9号线
上海麦当劳雅居乐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西藏中路525号
上海麦当劳大柏树创意园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汶水东路351号一层325室商铺
上海麦当劳长泰商业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科路2889号长泰商业广场10号楼1层
上海麦当劳水产西路世纪联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水产西路1028号一层5901F01009号和二层5901F02007号
上海麦当劳近铁城市广场(北楼)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真北路818号（近铁广场）
上海麦当劳祖冲之路盛夏路西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祖冲之路2305号（天之骄子人才公寓）
上海麦当劳天山商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天山路789号天山百盛购物中心1层
上海麦当劳武宁南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武宁南路488号
上海麦当劳沪太路上大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太路3100号军用土地
上海麦当劳星空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虹桥路1665号
上海麦当劳隆昌路华联超市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隆昌路609号2幢一层1室
上海麦当劳国定路三号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国定路319
上海麦当劳东苑丽宝商业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莘松路58号（莘庄龙之梦对面）
上海麦当劳武夷路中山西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
上海麦当劳钦州北路柳州路 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钦州北路218号
上海麦当劳御桥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御桥1949号万科海上传奇1层
上海麦当劳锦绣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锦延路337号
上海麦当劳新凌置业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陆家浜路1100号（新邻广场店）
上海麦当劳夏碧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夏碧路118号
上海麦当劳南翔世盟壹天地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沪宜公路79号槎溪路
上海麦当劳秀沿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秀沿路2552号-2562号
上海麦当劳金鼎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鼎路2218号
上海麦当劳浦江陈行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陈行路2688号107、179、203室商铺
上海麦当劳万荣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灵石路万荣路
上海麦当劳高岛屋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虹桥路1438号B1200-204
上海麦当劳南京西路Eco1788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京西路1818号1788国际大厦B1层01 28单元
上海麦当劳凌空Soho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金钟路968号凌空SOHO B1商业B1-21室
上海麦当劳环球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中山北路3300号
上海麦当劳大融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马陆镇裕民南路68弄1号2号楼1层114,115室，2层214室（大融城）
上海麦当劳五星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五星路302号
上海麦当劳漕盈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淀山湖大道漕盈路西南角
上海麦当劳上海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淮海中路138号上海广场商场102B、201B室
上海麦当劳金山红星美凯龙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杭州湾大道1888号102-1室
上海麦当劳龙湖天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申长路799号，K栋1层B-1F-01, 31室2层B-2F-20A商铺
上海麦当劳同济大学MTR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彰武路18号一层102室、二层203室
上海麦当劳松江平高广场MTR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九峰路118号1层1-1号及2层2-1号商铺
上海麦当劳建滔商业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通协路269号一层133-132号商铺
上海麦当劳合川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合川路2570号102、103、104商铺
上海麦当劳华新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华新镇华志路789号
上海麦当劳罗宾森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城中路138号
上海麦当劳松江南乐乐尚天地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南乐路456号3106、3107商铺
上海麦当劳正大乐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龙华中路598号6-11商铺（正大乐城）
上海麦当劳上坤红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淞发路939号
上海麦当劳怡丰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顾戴路七莘路口
上海麦当劳地铁延安西路站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上海轨道交通三号线延安西路站3-108
上海麦当劳星游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天钥桥路580号
上海麦当劳梅家浜路光星路DT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松江大学城商务广场S1地块
上海麦当劳浦三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浦三路21弄24号1层、浦三路41号1层
上海麦当劳秦皇岛路-建发大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98、302、306号
上海麦当劳桂箐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桂箐路65号
银春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银春路2116号一层01室、二层01室
尚悦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银城路66号LG109-110a
唐镇阳光城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上海高科东路777号
世纪汇广场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世纪大道1192号世纪汇广场LG1层 A01商铺
上海麦当劳宝山龙湖刘行天街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丹霞山路1号1层1F-06,1F-07a商铺
颛桥万达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都市路2700号1楼1026b，1026c（万达广场3号门）
七宝万科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漕宝路3366号L150B室
浦江满天星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浦航路211号

黄媛媛
铅笔

黄媛媛
铅笔



2018/8/6 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http://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18/39

老西门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西藏南路567号104室
绿地周浦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年家浜东路238号
绿地张江中科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海趣路156号、162号
保辉国际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民府路926号
古北1699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古北路1699号
中江乐活天地 上海市上海市中江路889号
逸仙路餐厅 上海市上海市逸仙路525号
北京麦当劳东大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工体东路13号
北京麦当劳西单华威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单北大街130号
北京麦当劳地坛京宝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183号
北京麦当劳劲松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劲松中街208号楼
北京麦当劳海淀镇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海淀大街甲36号
北京麦当劳古城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古城南里甲5号
北京麦当劳白广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北口综合楼1号
北京麦当劳亚运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慧里二区5号楼
北京麦当劳左家庄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左家庄北里2号
北京麦当劳阜城门万通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阜外大街2号
北京麦当劳航天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淀阜成路19号
北京麦当劳军博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复兴路军博对面
北京麦当劳三里河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月坛南街32号
北京麦当劳海淀黄庄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人大北路22号
北京麦当劳洋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海沪西里洋桥立交桥南
北京麦当劳国华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18号
北京麦当劳建国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建外大街24号底商麦当劳
北京麦当劳成府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学院路29号
北京麦当劳丰台桥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四环西路1号
北京麦当劳芳城园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方庄芳城园三区16号楼
甜水园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甜水园东街10号
北京麦当劳新东安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王府井大街138号
北京麦当劳苏州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小南庄7号楼二段
北京麦当劳翠微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复兴路33号
团结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1号楼
北京麦当劳双榆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双榆树西里双榆树商场
北京麦当劳怀柔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怀柔府前街京北大世界
北京麦当劳昌平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昌平县东关二条路阳光商厦
北京麦当劳潘家园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潘家园松榆北路2号楼
北京麦当劳新王府井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00号北京工艺美术世界
复兴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01号
北京麦当劳玉泉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复兴路42号
北京麦当劳右安门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右安门外大街1号
北京麦当劳和平街北口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麦当劳清河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清河小营环岛西
石家庄麦当劳长安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289号
北京麦当劳三元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坝河东里18号三元大厦
太原麦当劳五一广场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三晋大厦A区西北角首层及二层部分面积
北京麦当劳崇外新世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3号
北京麦当劳志新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志新路10号
保定麦当劳裕华路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保定总督署广场裕华路78号
北京麦当劳大兴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大兴县兴丰大街62号
北京麦当劳廊坊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廊坊市第五大街麦当劳
北京麦当劳农光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农光东里34号
北京麦当劳定福庄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定福庄北里1号
石家庄麦当劳元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路南小街元顺大厦
北京麦当劳德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三环中路14号
北京麦当劳工体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新中西里26号
北京麦当劳青年宫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直门南小街68号北京青年宫
北京麦当劳灯市口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灯市口大街33号
北京麦当劳甘家口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三里河路17号
北京麦当劳平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平谷县府前街
北京麦当劳华清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五道口东升园华清嘉园
保定麦当劳东风路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保定东风路18号
北京麦当劳顺义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顺义站前街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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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安贞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贞西里3区12号五路居
北京麦当劳安立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定门外安立路慧忠北里小区302号
太原麦当劳滨河路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胜利桥东环形路1号
北京麦当劳建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清河永泰园甲1号
北京麦当劳知春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知春路59号
北京麦当劳北师大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苑一层
太原麦当劳平阳路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平阳路14号
北京麦当劳通州西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新华大街171号
北京麦当劳东直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直门外中街21号东方银座商场2层
太原麦当劳坞城路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17号
北京麦当劳中关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
北京麦当劳远大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远大路1号金源新燕莎
北京麦当劳花家地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花家地1号楼
北京麦当劳立水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小口镇中滩1号
北京麦当劳草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草桥欣园一区五号楼
石家庄麦当劳怀特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南路北侧育才街东侧265号
北京麦当劳幸福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广渠门内大街80号通正大厦底商
北京麦当劳虎坊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南横街东口危改N12楼裙房
北京麦当劳北苑秋实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秋实路1号易事达购物广场1层
北京麦当劳木樨园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永定门外大街101号
北京麦当劳朝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外大街昆泰国际中心2728商铺
北京麦当劳朝阳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阳路６９号１号楼
北京麦当劳西单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单横二条59号高登大厦
北京麦当劳九棵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九棵树48号瑞都景园北区北A#商场
北京麦当劳望京中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望京街9号望京国际商业中心
北京麦当劳展览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12-1号华堂商场
大同麦当劳教场街餐厅 山西省大同市教场街大富翁商厦
大同麦当劳永泰广场餐厅 山西省大同市工农路东侧
河北麦当劳三河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京哈路北侧富达购物中心
张家口麦当劳胜利路餐厅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市东
山西麦当劳临汾餐厅 山西省临汾市解放路世纪百悦购物中心
张家口麦当劳文化广场餐厅 河北省张家口市清水河中路３号
北京麦当劳沙河东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沙河镇巩华城大街６７号
北京麦当劳广顺北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广顺北大街１７－１３号和１７－１４号六佰商业街北区一层
北京麦当劳密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新南路60号
阳泉麦当劳桃北餐厅 山西省阳泉市桃北东路滨河世纪城二期金期金联财富中心
北京麦当劳工大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四环南路９号北京亮都广场C区1012号
北京麦当劳后沙峪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天竺镇榆阳路８号欧陆时尚购物中心
北京麦当劳闵庄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四季青镇闵庄路龙禹玉泉加油站东侧
承德麦当劳新华路餐厅 河北省承德市新华路双百购物广场一层
太原麦当劳朝阳街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北路７９号
北京麦当劳回龙观西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回龙观西大街北侧北店时代广场C段首层西侧的一部份
北京麦当劳立汤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立汤路１８６号龙德广场首层F159
北京麦当劳万源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高地万源西里36栋甲44栋综合服务中心
北京麦当劳双井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三环中路６５号富力广场
北京麦当劳杨林得来速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天竺房地产开发区丽苑街２３号楼
北京麦当劳民族园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民族园路２号
北京麦当劳东四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四北大街５２８号
北京麦当劳花园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学院路甲３８号
北京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鲁谷银河商务区万达广场
北京麦当劳三里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三里屯路１９号院地下一层SLG20
北京麦当劳鼓楼南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鼓楼南大街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北京麦当劳芳菲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万芳园一区１号楼一层０１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湖光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望京湖光北街９号
北京麦当劳马家堡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马家堡西路城南嘉园益城园１6号楼
北京麦当劳东直门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直门交通枢纽建筑物内一层西侧服务大厅内
北京麦当劳四道口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大柳树路２号家属区北区１１号楼商业楼一层
北京麦当劳十里堡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阳光新城市广场
北京麦当劳天通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站体半地下的建筑物的一部分
北京麦当劳垡头西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四环小武基北路金蝉欢乐园2号院甲1号的1层W区12号室商铺
北京麦当劳健德桥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祁家豁子甲２号南院地块
北京市麦当劳集汇大街 北京市北京市石园南区商品市场内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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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宋家庄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宋庄路６９号鑫兆雅园１３－１５号楼
北京麦当劳五棵松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复兴路６９号A1的建筑物
北京麦当劳广安门外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宣武区红居街10号院3号北侧的建筑物
北京麦当劳北苑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苑北辰居住区B5区商业及办公的建筑物的首层及二层
北京麦当劳昊天大街得来速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2006）规（房）地字0013号地块
北京麦当劳甜水园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甜水园北里16号
北京麦当劳东苇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常营乡东苇路鑫兆佳园15号1-2层
北京麦当劳万柳中路得来速 北京市北京市巴沟路2号1层西北角L120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丰台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丰台北路甲79号北京冠京商业大厦A座首层及二层
太原麦当劳柳巷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柳南小区北片21号楼
北京麦当劳上地东二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上地佳园34号
北京麦当劳杨闸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阳路杨闸环岛西南角朗廷大厦首层101-102、104号
北京麦当劳科荟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地下空间商业11段新奥购物中心地下一层B1-42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大羊坊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三环南路102-13号
北京麦当劳昌平鼓楼南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鼓楼南街６号佳莲时代广场1层1A-01场地
北京麦当劳丰台云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南区东里1号
北京麦当劳西四环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丰台镇西四环南路70号一层
北京麦当劳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黄村镇兴华大街（中段）27号一层、二层部分
北京麦当劳翠微路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翠微路12号嘉茂购物中心
北京麦当劳祈年大街得来速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打磨厂街7号一层西南侧010340A商铺
北京麦当劳北京站街餐厅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北京恒基中心商场一层014-018号铺位
北京麦当劳西苑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苑103号龙湖星悦荟一层西侧L1-11-15号
太原麦当劳铜锣湾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柳巷北路68号铜锣湾小区3幢一层A18号及二层C29-33号铺
北京麦当劳中关村南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魏公村中关村南大街16号一层北侧商铺
北京麦当劳石榴庄西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石榴庄西街232号建筑物一部分的一、二层
北京麦当劳文化园西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大兴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侧C-C2街区A-5#商业楼1层103号及2层202号
前门西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前门西大街正阳市场2号楼一层西侧部分商铺
北京麦当劳西大望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大望路15号5号楼(现C座)一层一部分(01)层商铺
石家庄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36号裕华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室内步行街一层1020-1021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朝阳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北路常营丽景园1#配套商业6号楼一层120号及地下一层次-123至-124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九棵树西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九棵树西路182号建筑物一、二层
北京麦当劳天通苑2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小口镇天通苑东三区二号楼一层东侧部分商铺
北京麦当劳大栅栏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大栅栏街41号楼地下一层、一层至三层商铺
北京麦当劳天坛东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天坛东路46号北京红桥市场地下一层3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昌平定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京昌)国用(2009出)第(015)号地块西侧土地(具体南至定泗路、北至西湖新村、东至
北京麦当劳清苑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华贸奥苑17号1F-A01号及2F-A01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朝阳路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八里庄东里1号菜锦TOWN(原北京第二纺织厂)A1-01a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兴华大街2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兴华大街2号1幢一层部分房屋
北京麦当劳新街口北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德胜门西大街60号综合楼一层及地下一层部分商铺
太原麦当劳时代广场二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开花寺街东米市小区53号建筑物西侧首层及地下一层部分物业
北京麦当劳西红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红门镇瑞海家园一区1号楼底商麦当劳餐厅
北京麦当劳酒仙桥二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
石家庄麦当劳休门街大洋百货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中山东路158号滨江商务大厦一部分
北京麦当劳双峪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双峪环岛东南角A楼(1号楼)物美大卖场一层1003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旧鼓楼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旧鼓楼大街47号一层及地下一层东侧的部分商铺
北京麦当劳滨河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滨河路20号
三河麦当劳神威北路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燕郊开发区神威北路北侧精工园西侧乐天超市有限公司燕郊店建筑物一层一部分
北京麦当劳香山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香山北辛村58号第1、2层房间全部
北京麦当劳文华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回龙观黄土店黄平路19号院泰华龙旗广场3#商业楼龙旗购物中心一层F1-022商铺
北京麦当劳上地十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上地十街1号院6号楼一层154号和二层222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太阳宫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太阳宫乡太阳宫新区c区西部组团c01地块“凯德MALL.太阳宫”一层01-10a/11/12
北京麦当劳西大望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十八里店乡周庄新村周庄嘉园17#楼
北京麦当劳金星西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金星西路高米店南绿地缤纷城地下一层麦当劳
北京麦当劳梅市口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梅市口路12号院1号建筑物一层1001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朝阳公园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公园路6号院2号楼L－BL2-02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杏石口得来速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四季青镇西山地区
北京麦当劳马驹桥 FSDT 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马驹桥镇新桥豪润广场北侧麦当劳
北京麦当劳房山北关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城关街道办事处西大街1号一层
北京麦当劳莲宝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莲香园小区1号楼广亨超市1层
北京麦当劳小西天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甲18号2层（工商银行二层）
北京麦当劳北沙滩桥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路1号首层西南侧的A1050号及二层西南侧的A2033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贯通路(府前西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贯通路东侧18号建筑物一层北侧B-002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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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来广营东路FS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来广营东路与城市支路交叉东北侧的建筑物
北京麦当劳双桥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三间房双桥路3号汇通时尚文化广场
北京麦当劳百子湾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百子湾路15号一层114号
北京麦当劳砂石厂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阜石路61号场地东南角
北京麦当劳基地中路FS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产业基地
石家庄麦当劳翟营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翟营大街492号春天广场一层
北京麦当劳马连道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马连道路15
北京麦当劳四惠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四环四惠立交桥东南四惠交通枢纽站2层
北京麦当劳南磨房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农光里117号楼一层及地下
北京麦当劳拱辰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良乡镇拱辰大街181号
北京麦当劳昌平鼓楼南街2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鼓楼南街20号建筑物1号
北京麦当劳三间房东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三间房东路1号东北角房屋
北京麦当劳丰管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丰管路甲3号
北京麦当劳长阳镇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长阳镇长阳西站1、2号地建筑物一层B05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酒仙桥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酒仙桥路甲4号宏源大厦
廊坊麦当劳新华路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新华路万达广场1号门
北京麦当劳莲石东路DT餐厅 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村43号
北京麦当劳育知东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回龙观育知东路30号院5号楼
北京麦当劳田村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田村路43号京粮广场一期二段地上一层建筑物一部分
北京麦当劳海淀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海淀大街3号建筑物的一部分
北京麦当劳朝阳北路2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北路17号华联商场1层
保定麦当劳涿州范阳西路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范阳西路129号市医院底商麦当劳餐厅
北京麦当劳高粱桥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高梁桥路上园村甲4号建筑物1号楼一层及地下一层部分
北京麦当劳长杨路FS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长阳镇长杨路5号
北京麦当劳顺义裕民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后沙峪镇裕民大街36号一层1004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潞苑南大街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潞苑南大街166号
廊坊麦当劳霸州兴华路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廊坊兴华路中原商厦一层
保定麦当劳朝阳南大街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58号的建筑物东北角一层235平方米和二层225平方米商铺
廊坊麦当劳永华道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银河大街117号波尔多花园小区2#综合楼西北角商铺
北京麦当劳农大南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农大南路88号1号楼一层北侧1188号
北京麦当劳南三环东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南三环东路23号1号楼1层07号和23号1号地下一层02号建筑物
石家庄麦当劳海悦天地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66号海悦天地1层
北京麦当劳南环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南环路10号院悦荟万科广场地下一层
北京麦当劳大窦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窦店镇03-0013等地块甲1#商业建筑物
北京麦当劳姚家园路(活力东方广场)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姚家园路甲1号
北京麦当劳通州次渠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次渠大街98号百发隆商场首层
保定麦当劳高碑店迎宾中路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迎宾中路
北京麦当劳方庄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方庄南路1号
承德麦当劳金龙广场餐厅 河北省承德市伍烈路金龙广场一层
北京麦当劳信息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信息路甲28-1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翠景北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梨园镇翠景北里21号楼
北京麦当劳迎宾中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迎宾中路15号
北京麦当劳槐房西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槐房西路316号院26号楼南侧50米
廊坊麦当劳大城津保路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津保路122号
石家庄麦当劳乐活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友谊大街交叉口西南150米乐活
北京麦当劳枣营南里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枣营南里10号
邢台麦当劳天一广场餐厅 河北省邢台市家乐园天一广场一层
石家庄麦当劳苏宁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77号苏宁生活广场
石家庄麦当劳中山东路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东胜广场
定州麦当劳中山路时代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中山中路
北京麦当劳苹果园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苹果园南路9号
北京麦当劳阳光街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阳光街430-103、104号
北京麦当劳西红门2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西红门地铁站西南角荟聚购物中心三层
保定麦当劳建华大街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建华大街670号
廊坊麦当劳和平路DT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和平路与永丰道交叉口市公安局对面
北京麦当劳平翔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平谷平翔路9号1栋鑫海韵通大卖场
邢台麦当劳世贸天街餐厅 河北省邢台市世贸天街一层
北京麦当劳北洼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洼路32号
廊坊霸州麦当劳胜芳-芳津道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胜芳凯顺路西侧
石家庄麦当劳北国益新购物中心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开发区天山大街北国益新购物中心
太原麦当劳诚泰大厦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与瓦窖街东北角
北京麦当劳东方东路（外交办公楼）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亮马桥东方东路外交办公楼地下一层B110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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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丰葆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丰葆路88号院永旺梦乐城一层168号+二层280号
北京麦当劳北清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清路1号院8号楼
北京麦当劳东坝中路(金隅MALL)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坝中路金隅嘉品MallB1层B1-23、B1-25、B1-26a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西潞南大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良乡西潞南大街1号楼
石家庄麦当劳平安大街-荣盛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光华路6号荣盛广场1013号商铺
廊坊麦当劳固安新昌街DT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永定河西侧、新昌街北侧“幸福广场2#”楼底商
北京麦当劳双桥东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双桥东路管庄新村D区2号楼（与徽州人家是一栋楼）
北京麦当劳政通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政通路2号院
北京麦当劳顺平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顺平路迎宾环岛西北角万德福广场
石家庄麦当劳正定瑞天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瑞天购物广场一层
北京麦当劳来广营西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来广营西路来广营乡村西工业园区
廊坊麦当劳广阳道-万向城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道与裕华路交叉口西南角
北京麦当劳南苑路3（宝苑国际）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南苑路88号
石家庄麦当劳建华大街-蓝山国际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与仓丰路交口南行100米蓝山国际麦当劳
北京麦当劳长政南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长阳站地铁南侧
北京麦当劳忠凉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旧宫3号地C-11地块甲2号商业楼
北京麦当劳永兴路(新源大街龙湖)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地铁4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
北京麦当劳乐多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城南街道南口路29号
晋城麦当劳新市西街餐厅 山西省晋城市黄华街北街、新市西街(1366号)南侧
北京麦当劳金沟河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金沟河路万城大厦超市发一层
廊坊麦当劳香河新开街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新开大街南侧、永明路西侧香城壹号1#楼B区L1-06、L2-05
晋中麦当劳平遥顺城路餐厅 山西省晋中市顺城路与上西关街西北角
北京麦当劳芦花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芦花路1号院
廊坊麦当劳迎宾路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廊坊燕郊迎宾路
晋中麦当劳安宁街店餐厅 山西省晋中市新建北路与安宁街西南角
北京麦当劳小营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小营路17号金盟大厦一层
运城麦当劳东路餐厅 山西省运城市河东东街恒隆购物中心
北京麦当劳经海二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大兴亦庄经海二路远洋天著C5商业楼一层B101、二层B201
廊坊麦当劳北凤道DT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北凤道紫金城商住楼1-1-103
石家庄麦当劳联盟路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联盟西路366号宏基广场一楼
北京麦当劳温泉镇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温泉镇白家瞳路海淀北部综合活动中心D座一层101号商铺
北京麦当劳宏福路DT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欣清南苑2号院1号楼1层（西红门镇宏福路与京开高速交汇西南侧
北京麦当劳槐房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槐房南路6号院万达广场
廊坊麦当劳爱民道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建设路东侧、爱民道北侧新世界中心B区2 号楼底商
北京麦当劳复兴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五棵松华熙Hi-up下沉广场B1层078号商铺
临汾麦当劳洪洞莲花城餐厅 山西省临汾市古槐路与牛站街西南角麦当劳餐厅
忻州麦当劳大欣城餐厅 山西省忻州市新建南路32号
北京麦当劳新源大街(天宫院地铁)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思邈路2号院3号楼天宫院地铁C口
晋中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山西省晋中市龙湖大道与新建北路十字路口东北角
北京麦当劳枣园路(天键广场)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枣园路天键广场C座109号
大同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山西省大同市御东新区永和路与南环东路十字路口东北角万达广场一楼
长治麦当劳长兴中路餐厅 山西省长治市长兴中路619号君悦新天地一层
北京麦当劳北清路二DT餐厅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88号加油站边上麦当劳餐厅
北京麦当劳康定街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亦庄开发区康定街18号永康公寓同济南路地铁站旁
石家庄麦当劳体育大街保利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家庄体育大街保利广场
北京麦当劳安立路二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立路3号1幢
张家口麦当劳怀来长城路餐厅 河北省张家口市沙城镇董存瑞东大街南侧长城路东侧万悦广场C座G层010号
前屯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文龙家园四里4号楼小营悦茂购物中心
前景路DT 北京市北京市仁和镇顺沙路南侧
南湖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南湖北一街
北京麦当劳东石东一路(台湖泰禾)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东石东一路1号院2号楼109、110、111号商铺
太原麦当劳长风街百盛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25号
安贞门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安立路5号院6号楼
学清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学清路10号院1号楼学清嘉创大厦A座1层102号
保定麦当劳阳光大街DT餐厅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北二环北、阳光北大街2121号童梦世界底商
晋城文昌东街餐厅 山西省晋城市文昌东街北侧439号金辇时代广场
临汾五洲国际餐厅 山西省临汾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汾路8号五洲国际广场
石家庄中山东路北国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家庄桥西区中山东路188号
大同魏都大道爱琴海餐厅 山西省大同市武定路与魏都大道东南角
酒仙桥3号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酒仙桥颐堤港购物中心3层
生命科学园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中关村生命科学园4号楼1层101
太原南中环街中环商贸城餐厅 山西省太原市南中环与坞城路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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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胜利北街北辰广场餐厅 河北省石家庄市胜利大街北辰广场
荣京西街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地盛北街1号院40号楼等5撞地下一层
红莲南路餐厅 北京市北京市红莲南路6号院1号楼
廊坊开发区祥云道餐厅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祥云道91号美景嘉园8号商业楼东侧一层,二层
青年路餐厅 北京市青年路甘露园中里2号建筑一层1A03商铺
武汉麦当劳佳丽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888号新佳丽广场负一楼happy站台
武汉麦当劳徐东路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徐东路7号
武汉麦当劳国贸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566号新世界国贸大厦2楼
宜昌麦当劳九州餐厅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72号九州购物广场
武汉麦当劳中心百货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129号
襄樊麦当劳鼓楼餐厅 湖北省襄阳市西大街1号
荆门麦当劳东方餐厅 湖北省荆门市中天街43号
武汉麦当劳洪山商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广埠屯113号
武汉麦当劳展览馆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374号
襄樊麦当劳欧奇餐厅 湖北省襄阳市炮铺街1号
武汉麦当劳武商百盛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常青路284号
武汉麦当劳水果湖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水果湖横路11号
荆沙市麦当劳江津餐厅 湖北省荆州市豉湖路武商量贩店一楼
武汉麦当劳珞狮路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麦当劳古田路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38号中百仓储一楼
十堰麦当劳公园路餐厅 湖北省十堰市公园路1号
武汉麦当劳中商南湖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南湖花园城机场路中商平价南湖店一层
武汉麦当劳销品茂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18号负一层沃尔玛旁
武汉麦当劳崇文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80号
襄樊麦当劳长虹路餐厅 湖北省襄阳市长虹路民发商业广场B栋
武汉麦当劳五里墩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353号
鄂州麦当劳南浦路餐厅 湖北省鄂州市南浦路特１号
咸宁麦当劳温泉餐厅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路７０号
武汉麦当劳华罗利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民院路251号
武汉麦当劳光谷世界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光谷世界城Ａ地块
宜昌麦当劳东山大道餐厅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20号
武汉麦当劳解放路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路４６４号
随州麦当劳解放路餐厅 湖北省随州市随州解放路餐厅（购物中心一楼）
宜昌麦当劳解放路餐厅 湖北省宜昌市解放路Ｅ地块２号
宜昌麦当劳万达餐厅 湖北省宜昌市万达广场一及三层
襄樊麦当劳万达餐厅 湖北省襄阳市万达广场步行街一及二层
武汉麦当劳菱角湖万达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菱角湖万达广场步行街
武汉麦当劳南湖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丁字桥南路南湖城市广场
武汉麦当劳普提金国际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中北路116号东湖春树里二期商业裙楼
武汉麦当劳未来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珞狮南路147号未来城一层三号商铺
武汉麦当劳经开万达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万达商业广场步行街1-02A、2-03号商铺
武汉麦当劳汉街万达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中央文化区汉街步行街J2-2-3、Q1-2号商铺
武汉麦当劳武商摩尔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滑坡路武商摩尔城负一楼
武汉麦当劳世贸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668号世贸广场1F
武汉麦当劳汉阳商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139号汉阳商场
武汉麦当劳摩尔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龙阳大道特6号C栋一层
武汉麦当劳石牌岭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石牌岭路4号
武汉麦当劳光谷软件园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软件园路6号
武汉麦当劳凯德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8号凯德广场武胜
武汉麦当劳宝利金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花楼街198号宝利金国际广场二期四座一层１－２号，二层１－４、30-34号商铺
武汉麦当劳中百黄陂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前川街黄陂大道387号黄陂广场二期东区商业J栋一层面对黄陂广场二号商铺
武汉麦当劳极地海洋世界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大道以南、宏图大道以西地块
武汉麦当劳后湖幸福时代FS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花园路217号幸福时代麦当劳餐厅
武汉麦当劳汉口火车站(地铁2号线)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地铁2号线汉口火车站C出口前行50米处
武汉麦当劳中南商业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路9号中南商业大楼建筑物负一层及中商广场一楼
武汉麦当劳建港武商量贩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鹦鹉大道448号“桥机嘉园”12号楼一层
武汉麦当劳新荣客运站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新荣村特1号新荣客运站主站楼一层临近候车厅进口内右侧商铺
武汉麦当劳武商仙桃购物中心餐厅 湖北省仙桃市钱沟路
武汉麦当劳奥山世纪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罗家港余家村奥山世纪城一层B107、B116、B117号、G101号、三
武汉麦当劳汉阳人信汇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龙阳大道58号八号楼一层8-111号店铺
武汉麦当劳世界城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490-518号世界城广场
武汉麦当劳华中科技大学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集贸市场东门百味小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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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麦当劳光谷通信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虎泉街地铁2号线光谷站B出口大楼
武汉麦当劳汉口城市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后湖大道111号汉口城市广场A区一层39/41
武汉麦当劳光谷步行街3期意大利风情街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商业步行街F地块东区（利嘉东路以西、步行街南路以北）7号楼第1、2层
洪湖麦当劳购物公园餐厅 湖北省荆州市宏伟南路洪湖购物公园步行街入口
荆州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湖北省荆州市荆沙路万达广场一层
武汉麦当劳福星惠誉水岸国际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友谊大道水岸国际3号楼
武汉麦当劳福星惠誉群星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120号群星城一楼2号门
黄石武商餐厅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武商购物中心负一层麦当劳
武汉麦当劳创意坊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南路15号
武汉麦当劳永旺购物中心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湖马池路北，机场路东
武汉麦当劳金银潭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轨道交通2号线金银潭站南站（地铁B出口）
武汉麦当劳东西湖中心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吴家山街东吴大道以南、五环路以东“东西湖中心广场”一层及二层
黄石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湖北省黄石市花湖大道30号万达广场2楼2016号
武汉麦当劳同济医学院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航空路13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杏林学生食堂1楼
武汉麦当劳轻轨汉口北站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北轨道交通1号线汉口北首层A出站口旁
武汉麦当劳三和光谷道 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凤凰大道8号流芳街长咀村三和光谷道A区商业楼一层
武汉麦当劳朗汇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518号
武汉麦当劳万科优唐汇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常青一路218号万科广场一楼
武汉麦当劳永旺经开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城大道388号
麻城麦当劳摩尔城餐厅 湖北省黄冈市陵园路与南正街交汇处麻城摩尔城一楼
武汉麦当劳名流人和天地二期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巨龙大道名流人和天地二期
荆州麦当劳聚珍园广场餐厅 湖北省荆州市荆中路64号
襄阳麦当劳华洋堂百货餐厅 湖北省襄阳市长征路140号
武汉麦当劳万科汉阳国际GS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陶家岭村P(2009)130号地块
武汉麦当劳当代国际花园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112号
武汉麦当劳乐都汇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177号
武汉麦当劳文化路中百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文华路37号中百广场1楼
武昌麦当劳万隆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白沙洲大道武泰闸涂家沟特1号
孝感麦当劳应城中央广场餐厅 湖北省孝感市蒲阳大道特8号中央广场一层
武汉麦当劳天顺园武商量贩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长风路和丰顺路交叉口武商量贩1号门
孝感麦当劳全洲盛世城餐厅 湖北省孝感市天仙北路26号银泰城2号门麦当劳餐厅
武汉麦当劳凯德西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8号
武汉麦当劳印力印象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和平大道1278号一层01-33号
武汉麦当劳联投金色港湾DT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学路
武汉麦当劳新福茂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与新福路交汇处东北角
武汉麦当劳商务区站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三号线和七号线换乘武汉商务区站
武汉麦当劳石桥永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金桥大道15号
武汉时间广场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民族大道926号时间广场一层麦当劳餐厅
武汉首创奥特莱斯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39号
黄冈万达餐厅 湖北省黄冈市赤壁二路万达广场2号门
潜江金桥广场餐厅 湖北省潜江市市园林北路
武汉未来科技城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999号武汉未来科技城A2-8栋
大汉口餐厅 湖北省武汉市水塔街中山大道539号
西安麦当劳钟鼓楼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西大街1号钟鼓楼广场
咸阳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中路6号
西安麦当劳长乐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２１８号西北商贸中心内东北角负一楼
西安麦当劳金花南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５９号
西安麦当劳丈八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丈八东路世家星城小区人人乐超市8A
西安麦当劳雁塔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中段68号
西安麦当劳科技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科技路２５９号
西安麦当劳民乐万达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解放路111号民乐商业金融项目万达广场步行街
西安麦当劳朱雀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朱雀大街132号阳阳国际广场
西安麦当劳友谊西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246号二层
西安麦当劳凤城二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二路10号
西安麦当劳太白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155号印象城B1-5
西安麦当劳开元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6号首层
西安市麦当劳太华北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路以东、凤城二路以南，凤城一路以北
西安麦当劳小寨金莎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小寨长安中路65号金广场莎国际
西安麦当劳劳动南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南路118号大唐西市一期九宫格金市广场二格负一层
汉中麦当劳万邦广场(太白路)餐厅 陕西省汉中市天汉大道与太白路十字西北角万邦时代广场
西安麦当劳金地广场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池东路999号金地广场B1层FB101-1号
西安麦当劳希格玛大厦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25号信力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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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麦当劳阳光城DT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与西部大道交汇处阳光天地一层
延安麦当劳中际百货餐厅 陕西省延安市南大街街366号
西安麦当劳Gogo街区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西长安街
西安麦当劳李家村万达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北路李家村万达一层
西安麦当劳水晶卡芭拉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以北渭滨路以西
咸阳麦当劳王府井奥特莱斯餐厅 陕西省咸阳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新兴产业园区迎宾大道北段1号奥特莱斯一层4-121B
西安麦当劳大话南门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南稍门十字东南角
榆林麦当劳国贸2餐厅 陕西省榆林市新建南路191号
西安麦当劳环普产业园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天谷八路221号
西安麦当劳高新万达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木塔寨西路719号万达广场
延安万达餐厅 陕西省延安市凤凰社区27号院万达广场1F、B1层
华旗国际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中路99号华旗国际一层
长和卜蜂中心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180号长和国际
西安高新四路餐厅 陕西省西安市科技路与高新四路十字西北角
天津麦当劳滨江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滨江道167号
天津麦当劳天海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围堤道212号
天津麦当劳津东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六纬路99号津东大厦二楼
天津麦当劳西南角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一纬路125号
天津麦当劳永安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龙门大厦永安百货B区一层
和平一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和平路180号
天津麦当劳新安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东马路138号新安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滨江二店 天津市天津市滨江道270号
天津麦当劳体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宾水道13号安达公寓A座
天津麦当劳中山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山路164号
天津麦当劳鞍山西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白堤路191号
天津麦当劳万新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万新村天山路与崂山道交口万新商厦首层
天津麦当劳丁字沽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一号路凯莱赛商厦一层
天津麦当劳王顶堤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苑东路5号
天津麦当劳人民公园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广东路107号
天津麦当劳大沽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沽南路麦格里花园底商
天津麦当劳塘沽上海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上海道888号
天津麦当劳塘沽解放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上海道94号
天津麦当劳金钟河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万柳村大街56号
天津麦当劳食品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市食品街2区一层第19号
天津麦当劳程林庄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程林庄路嘉华里17号楼底商
天津麦当劳北辰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京津公路西侧家乐超市首层
秦皇岛麦当劳河北大街餐厅 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150号
呼和浩特麦当劳天元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98号天元商业大厦一层呼和浩特
唐山麦当劳长宁道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128号远洋城一层
邯郸麦当劳和平路餐厅 河北省邯郸市和平路122号康德商厦一层
呼和浩特麦当劳首府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首府广场首层呼和浩特
唐山麦当劳丰润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新城道108号北方购物广场一楼
天津麦当劳大港世纪大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122号
天津麦当劳塘沽中心北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津塘路1168号秀谷商城一层
天津麦当劳辰昌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王庄辰昌路
天津麦当劳京津公路得来速 天津市天津市京津公路四十七中学南
沧州麦当劳新华路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路华北大厦１层
天津麦当劳新华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杨柳青镇新华道与青远路交口之杨柳青购物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解放南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解放南路与绥江道交口
呼和浩特中山东路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与呼伦贝尔南路交口处
天津麦当劳塘沽路得来速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河北路西
天津麦当劳中山门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山门一号路１９号
天津麦当劳滨江3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滨江道与陕西路交口
天津麦当劳均胜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均胜路人人乐购物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小白楼地铁站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京路与建设路交口（“小白楼朗香街”地铁层Ｍ００５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第三大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开发区第三大街３２号
天津麦当劳气象台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气象台路与紫金山路交口西北侧宁发商城３-101
天津麦当劳双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京津公路与双新大道交口西南角双街新家园５５号楼一层
天津麦当劳光华桥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北大街１号
天津麦当劳中山二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山路与律纬路交口西侧维多利亚酒店底商
天津麦当劳红旗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西南侧博雅轩6一7红旗路208号
天津麦当劳新开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华昌道70号一层12号和13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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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麦当劳东海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达大街、北海路与东海路交汇天津泰达时尚广场永
呼和浩特麦当劳新华东街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万达广场一层麦当劳
天津麦当劳河东万达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万达广场步行街一、二层179A-180，280-281号商铺
包头麦当劳钢铁大街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万达广场步行街
天津麦当劳芥园西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北镇西姜井芥园西道与外环新景购物广场D座
天津麦当劳西青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西青道58号欧亚达一层
天津麦当劳榆关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榆关道660号首层
天津麦当劳荣业大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马路15号首层1018-1021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龙山道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河东区丽苑太阳城清霖园一区6号楼一层部分商铺
天津麦当劳北辰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京津路与龙洲道交口西北侧长赢商业广场1-3号楼1122-1123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奉化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晶彩大厦奉化道28号
天津麦当劳宾水西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宾水西道时代奥城1号楼5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大丰路2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丰路芥园道先春园三期水游城B座地下一层BF1-N06号商铺和二层BF2-N08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天山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昆仑路街沧浪东里万新村二区四号建筑物一部分
天津麦当劳鞍山西道二 天津市天津市鞍山西道192号/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高科技楼首层及二层
天津麦当劳空港中心大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务园东区9号楼一层9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渌水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双港镇北马集村东海天馨苑家福园22号一层
天津麦当劳津塘公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津塘公路（普达道南侧）远洋城H地块二期18号楼建筑物一、二层部分商铺
天津麦当劳华苑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路106号一层
天津麦当劳滨江四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滨江道127号
天津麦当劳利津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利津路64号建筑物的1-3层
天津麦当劳一纬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开发区三经路一号院内西北角地块
天津麦当劳幸福路FS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港幸福路438号
天津麦当劳乐园道1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乐园道9号文化中心阳光乐园首层1B-09号商铺和二层2B-09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中环西路FS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中环西路55号建筑物一部分的一、二层商铺
天津麦当劳南京路2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京路94号
天津麦当劳南京路四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京路339号B商铺和南京路349号206室
天津麦当劳东方红路（华润入口）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东方红路北侧、京福路东侧静海家世界商业广场一层西圆- 1商铺、二层西圆-2商铺
鄂尔多斯麦当劳康巴什新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正阳路巨力广场1层1019室商铺
天津麦当劳普济河东道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普济河东道汽配城出入口西南侧
天津麦当劳北马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胡同街北马路大胡同商业中心七区一层０３号
天津麦当劳新港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新港二号路2774号，2766号
天津麦当劳东环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无瑕街新五村东津塘公路北
东胜区大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东街8号一层
天津麦当劳津港公路FS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天津八里台镇津港公路与八二路交口
天津麦当劳凤凰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满江道与凤凰路交口1-1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友谊南路二FS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外环线与友谊南路交口西南
天津麦当劳卫国道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华明镇于明庄村外环线内、卫国道南
天津麦当劳宜爽道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仓联庄中街20号
天津麦当劳北海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路95号（加油站旁边）
天津麦当劳真理道FS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真理道39号
呼和浩特麦当劳海亮金宝街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海亮金宝街F1-28
天津麦当劳西马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马路与西马路交口东北侧如意大厦
天津麦当劳复兴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芥园道40号米兰弘丽园综合楼建筑物一部分
呼和浩特麦当劳摩尔城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62号一层A0106
天津麦当劳商业道(朝阳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芦台镇商业道幸福商业广场D区一层
天津麦当劳靖江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靖江北路38-62号
天津麦当劳金水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葛沽镇金水街A区1号1层001号商铺
天津麦当劳渔阳南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渔阳南路16号
秦皇岛麦当劳秦皇大街餐厅 河北省秦皇岛市秦皇东大街112号世纪港湾商业广场一层麦当劳（105号商铺）
呼和浩特麦当劳海亮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1号海亮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北塘大街FSDT_GS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北塘经济区北塘大街与黄海北路交口
天津麦当劳渠阳大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渠阳路西侧，渔阳路南侧
赤峰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拉木伦大街万达广场位于一层1033号商铺
河间麦当劳城垣路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京开路东侧城苑路北侧同创商厦一层
天津麦当劳新城东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MSD G2座
天津麦当劳会战道(华油购物中心)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华油购物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泗水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泗水道与微山路交口人人乐超市一层
锡林浩特麦当劳银座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大街银座商业广场010-15-16商铺
天津麦当劳丽新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丽新路2号（东丽民政局旁）
天津麦当劳威尼都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前进道意安广场9号楼
天津麦当劳津塘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津塘路59号增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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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麦当劳龙凤新天地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胜利大街5号龙凤新天地购物中心
天津麦当劳芥园西道2#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芥园西道71号（百姓康杰洗浴旁）麦当劳内
天津麦当劳京津公路3DT(五一阳光)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京津公路与三号路交口东南角
天津麦当劳泰达西区春华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北大街与春华路交口
天津麦当建国大街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咸水沽镇建国大街北侧
天津麦当劳梨双公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领世路与景荷路交口
天津麦当劳辅仁路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华明镇辅仁路与七经路交口
天津麦当劳南京路五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合肥道与南京路交口国贸购物中心F1
乌海万达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南路东侧
通辽麦当劳万达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西拉木伦大街
天津麦当劳中北大道（星光路西南角)DT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北镇海光路东侧华亭佳园公建2-101,102,103
唐山麦当劳南湖唐百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光明南路
天津麦当劳世纪大道2FSDT_GS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大港区津歧公路东、世纪大道南易品广场旁
天津麦当劳会展二期(亚洲地产)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汇川路221号
秦皇岛麦当劳昌黎碣阳大街餐厅 河北省秦皇岛市揭阳大街与民生路交口西北侧
邯郸麦当劳滏东大街美食林餐厅 河北省邯郸市滏东北大街美食林
天津麦当劳鞍山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鞍山道111号
通辽麦当劳金叶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明仁大街与民主路交汇处
唐山麦当劳新街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步行街
天津麦当劳泉州北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泉州路与光明路交口大光明商场一层
唐山麦当劳万达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万达广场二层2001-2086B
唐山麦当劳荣盛广场餐厅 河北省唐山市荣盛未来城一号楼一层11018-1
呼和浩特麦当劳车站西街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车站西街与锡林北路交汇处
呼和浩特麦当劳回民区万达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万达广场
包头麦当劳为一购物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钢铁大街65号为一购物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和平大悦城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南京路189号和平大悦城
呼和浩特麦当劳凯元广场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昭乌达路与包头大街交汇处
沧州麦当劳黄骅琨洋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信誉楼大街东，文化街南
天津麦当劳第二大街(太湖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91号宏晋广场一层
天津麦当劳津南永旺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辛庄镇津沽公路与鑫怡路交口深特广场1号楼一层165号
天津麦当劳富力城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城厢西路与北马路交口富力广场首层
天津麦当劳环湖中道 (华夏未来)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环湖中道3号华夏未来A座底商
沧州麦当劳荣盛国际购物广场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黄河西路荣盛购物广场1004-1007
滨海万达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洞庭路与上海道交口滨海万达广场一层1061号
天津市社会山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知景道210号社会山广场首层麦当劳
和畅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新生态城和畅路第三社区中心
天津麦当劳泉水道DT(NBA中心)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黄庄街泉水道中央水城鸿嘉广场
沧州麦当劳信誉楼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解放西路387号
天塔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天塔道与水上公园东路交口电能小镇B1层
工华道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IT园103
侯台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中北镇候台工业园生活区16号楼
七巧国儿童中心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东街5号
金川金厦餐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内蒙古金川开发区金海路北金厦广场
津湾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张自忠路与解放北路交口津湾一期
旭升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塘沽区滨海文化中心
南开三马路餐厅 天津市天津市天津南开三马路太极园底商104、105
沧州东光信誉楼餐厅 河北省沧州市东兴路西侧普照大街北侧信誉楼商厦一层
南京麦当劳宁海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南京麦当劳大厂新城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大厂区新华路金年华广场一楼
扬州麦当劳汶河北路分店 江苏省扬州市汶河北路3号
扬州国庆路餐厅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432号世纪联华超市一楼
南京麦当劳大钟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6号一楼
苏州麦当劳石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阊胥路766号
徐州淮海西路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12-16号一层
淮阴麦当劳清江餐厅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市淮海北路214号
南京麦当劳正洪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54号
苏州麦当劳观前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观前街246号
南京麦当劳玉桥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玉桥商业广场麦当劳餐厅（建宁路8号）
南京麦当劳大桥南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大桥南路14号
南京麦当劳紫金华联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石门坎165号
南京麦当劳五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瑞金路27号
无锡麦当劳诚隆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春申路69号沃尔玛超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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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麦当劳永乐路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73号
连云港麦当劳时代餐厅 江苏省连云港市通灌北路39号
南京麦当劳洪武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119号
镇江麦当劳五星餐厅 江苏省镇江市中山东路338号
南京麦当劳江宁大市口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土山路5号
徐州麦当劳蓝天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东路184号蓝天商业大厦一层
南京麦当劳珍珠桥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435号华海3C数码广场一楼（地铁3号线浮桥站3A出口）
苏州麦当劳观中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观前街128 - 134号
常州麦当劳南大街餐厅 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南大街商业步行街107号
南京麦当劳新街口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3号新百美食广场
吴江麦当劳永康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永康路步行街吴江商厦一楼
无锡麦当劳南禅寺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03号
南京麦当劳明瓦廊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明瓦廊路133号新街口福中都市数码港一层二层
张家港麦当劳杨舍得来速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东二环路和乘航路交界处
启东麦当劳人民中路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人民中路562-566号
南京麦当劳仙林亚东城得来速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亚东城学衡路１号
扬州新天地得来速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市扬子江北路399号
泰州麦当劳一百餐厅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北路２９９号
常州麦当劳西瀛里餐厅 江苏省常州市西瀛里1-101号
苏州麦当劳唯亭得来速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阳澄湖大道与星湖街口青剑湖商业广场
南京麦当劳应天大街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南湖路５８号
宜兴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宜城镇人民西路西侧蛟桥河步行街７号楼
镇江麦当劳火车站餐厅 江苏省镇江市中山西路火车站广场东侧综合楼
仪征麦当劳工农南路餐厅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工农南路１１４号
盐城麦当劳世纪大道得来速 江苏省盐城市盐城世纪大道６０４号
苏州麦当劳翰林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林泉街５９８号
南京麦当劳健康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建康路1号水游城商场负一楼B1-T01、T02、T03
姜堰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江苏省泰州市泰州姜堰市姜堰大道与人民路交汇口
泰州麦当劳青年路餐厅 江苏省泰州市青年南路华润苏果超市一楼
淮安麦当劳淮海东路餐厅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东路华润苏果超市一楼（金鹰隔壁）
常熟麦当劳世茂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泰山北路6号得来速餐厅
昆山麦当劳蝴蝶湾得来速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昆国用(2006)字第120061002143号］(宗地号［1000361149］)地块
无锡麦当劳长江中路得来速 江苏省无锡市长江路与前卫路交叉口(长江路东侧,前卫路北侧)
南京麦当劳浦珠路得来速 江苏省南京市浦珠路１号
南京麦当劳河西万达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98号建邺万达广场步行街
南京麦当劳广州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14号
南京麦当劳汉中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汉中路139-7号莫愁路446、448、550号，地铁2号线一号出口左转，省中医
南京麦当劳大桥北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大桥北路24号
南京麦当劳仙林金鹰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学海路1号金鹰湖滨天地一期F馆
淮安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淮安市翔宇中路169号万达广场步行街
南京麦当劳兴隆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地铁２号线兴隆大街地铁站一层2号出入口
南京麦当劳汉中门大街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门大街１５１号
南京麦当劳龙津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专诸巷28号
南京麦当劳奥体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奥体东站地铁站出入口
镇江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镇江市黄山西路以南、庄泉路以东的镇江万达广场１-1013、２-2003、３-3031A商铺
南京麦当劳文鼎广场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知行路以东格致路以北科学园教育功能区8号文鼎广场一层商铺
常州麦当劳常州万达餐厅 江苏省常州市通江中路8号常州新北万达广场步行街二层2035、2036号商铺及四层4037-2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水西门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大街268-272号02栋商铺一层和二层
江阴麦当劳江阴万达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芦花沟东、人民西路南、文富路西、规划道路北侧万达广场步行街二层213号商铺
苏州麦当劳临顿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临顿路32-33号三层商铺
南京麦当劳虹悦城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北西营村凤台南路130号1-02幢一层1F-W17号商铺
太仓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娄江河西、上海路北太仓万达广场步行街三层3018、3033号商铺
无锡麦当劳洛城大道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洛城人工湖项目地块
南京麦当劳迈皋桥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地铁一号线迈皋桥地铁站出入口
南京麦当劳苍山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兴隆大街209号
无锡麦当劳惠山万达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吴韵路321号无锡惠山万达商业广场一、二层2060、2061号商铺
宜兴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宜城街道城东H地块宜兴万达广场二层2036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竹山路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秣陵街道天元中路1号天元瑞沨名苑01幢101室一层及二层商铺
南京麦当劳天元东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秣陵街道天元东路388号11幢101一层及二层商铺
南京麦当劳招商花园城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马群中山门大街以北花园城一楼中庭（马群中山门大街以北花园城裙楼内第一层的第
无锡麦当劳滨湖万达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39号无锡滨湖万达广场二层2-15、2-16、3-11、3-12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江宁万达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东山街道上元大街以南，竹山路以西南京江宁万达商业广场二层的2033、三层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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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麦当劳云龙万达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北侧徐州云龙万达商业广场2002、2021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长乐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白酒坊地块信府河路与长乐路交汇处沿河商业房产09栋信府河3号、5号一层及3号、
昆山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人民南路96幢2号房置地广场
南京麦当劳黄山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黄山路99号
苏州麦当劳万科美好广场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中新大道西229号万科美好广场L121号、L217B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红山动物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和燕路168号红山动物园北门
昆山麦当劳金浦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周市镇长江北路东侧，金浦路北侧
无锡麦当劳英特宜家餐厅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芸聚,云林购物中心3-11-09R、3-12-13-R商铺
宿迁麦当劳水韵城餐厅 江苏省宿迁市西湖路66号
徐州麦当劳汇邻湾FSDT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荆马河路南，轻工路西
南京麦当劳仙鹤门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仙鹤门地铁站（地铁2号线）1号出口 仙鹤新天地广场一楼（南京仙鹤门地铁站仙鹤
苏州麦当劳长江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长江路9号
常熟麦当劳东南大道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东南经济开发区东南大道138号湖畔现代城S1幢001商铺
苏州麦当劳枫津路FS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枫津路北、广建路东侧
南京麦当劳张府园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344号紫晶环球生活广场一楼
徐州麦当劳友谊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268号
昆山麦当劳金鹰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黄河中路288号金鹰天地广场3幢一楼102二楼202室
苏州麦当劳新区永旺梦乐城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城际路19号永旺梦乐城一楼193号、三楼330b号商铺
南通麦当劳桃园路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桃园路12号01-008,L4-035-01,10号B1-062
苏州麦当劳苏悦广场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8号的苏悦商贸广场北楼N1-04和N2-03商铺
南京麦当劳景枫广场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双龙大道1698号B105-106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柳洲东路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3号线柳州东路站２号出入口上盖LZDL-02号商铺
泗洪麦当劳花园口餐厅 江苏省宿迁市泗州大街13号花园口国际广场2号楼Y-1009号商铺
苏州麦当劳塔园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邓蔚路北，塔园路西的建筑物1栋1-2层1060、1061、1062、1065室商铺
徐州麦当劳铜山万达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万达广场步行街1-182/1-282、W-03商铺
苏州麦当劳润元路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元和街道润元路南、润庆路东
苏州麦当劳景城邻里中心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九华路65号景城邻里中心F119号商铺和启月街198号独墅胡邻里中心F38号
昆山麦当劳花集路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花桥镇花集路588号，花桥经济开发区集善路东侧、花集路北侧
徐州麦当劳新淮海西路DT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新淮海西路淮海天地商住区一街区
昆山麦当劳太湖路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太湖路
盐城麦当劳聚龙湖金鹰餐厅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268号
昆山麦当劳弥敦城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衡山路58号1号楼B101、2001商铺和2号楼B1001号商铺
南京麦当劳武定门地铁站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地铁3号线武定门站上盖物业北楼WB-103/205商铺
盐城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盐城市西环路88号盐城万达广场一层1053/1055号商铺
常熟麦当劳东南邻里中心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东南开发区东南大道101号东南邻里生活广场1F151室
南京麦当劳大行宫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198号龙台国际大厦101室商铺
海门解放路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镇解放中路369号一层A1-02,A1-03,二层A2-02,A2-03商铺
新沂麦当劳南京路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南京路63号一层A101号商铺
常州江南环球港餐厅 江苏省常州市通江中路598号江南环球港一层L1017、三层L3072商铺
苏州麦当劳广济北路DT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新城广济北路788号D1-5、D1-6、D1-7
南通麦当劳印象城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东，洪江路南的印象城商场B1-12号、L1-36C号商铺
南通麦当劳永旺梦乐城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1066号永旺梦乐城165、266、324商铺
南通麦当劳通州万达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朝霞东路北侧、湘江北路东侧通州万达广场一层1001/1002号商
扬州麦当劳万达餐厅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中路302号扬州万达广场一层1037、二层2037、W-2001B及2018a号商铺
扬州昌建餐厅 江苏省扬州市京华城路与博物馆路交叉口西北角建筑物8号楼一层109号、二层206号、10号楼13
苏州东方大道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通达路东侧，东方大道北侧
海门龙信广场餐厅 江苏省南通市南海路南，长江路西侧的龙信广场23号楼1045、2034、2010号商铺
南京龙江龙园西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龙园西路58号黄河大厦一楼东侧
吴中大道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吴中大道1109号14栋一层1099,1100,1101号／室商铺
吴江长安路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路松陵镇开平路180号
溧阳万达餐厅 江苏省常州市溧城镇南大街199号万达广场一层1015号商铺
太仓科教城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科教新城城厢镇南郊海运堤路86-14号
万达茂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万达茂商场1072B号商铺（2号门），
苏州星汇广场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沈浒路南，华池街西的建筑物1F-12号／室商铺
丹阳金鹰餐厅 江苏省镇江市新民东路99号丹阳金鹰天地广场北区16号一楼A29室商铺，一楼3264号商铺
江都金鹰餐厅 江苏省扬州市金鹰新城市中心麦当劳餐厅
睢宁兴美城市广场餐厅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八一东路一号恒隆广场101,201,3011号商铺
南京西善桥陇淮路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陇淮路15号2幢110室部分商铺
大连麦当劳荣盛分店 辽宁省大连市荣盛街38号
沈阳麦当劳中街分店 辽宁省沈阳市中街路77号
吉林麦当劳东方商厦分店 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路251号
哈尔滨麦当劳中央大街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83号

黄媛媛
铅笔

黄媛媛
铅笔



2018/8/6 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http://cdn.jaxcx.com/flyer/static/store_list/store.html 30/39

哈尔滨麦当劳江南春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果戈里大街373号
沈阳麦当劳鹏利广场分店 辽宁省沈阳市小东路8号B区鹏利广场
长春麦当劳同志街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同志街与西康路交汇恒客隆1层，同志街2639号
大连麦当劳华南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中华西路6号
长春麦当劳红旗街分店 吉林省长春市富锦路10-16号
大连麦当劳五一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五一广场4号
哈尔滨麦当劳松花江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257号
吉林麦当劳大东门餐厅 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路19号
大庆麦当劳新玛特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2路39号新玛特一楼
哈尔滨麦当劳金太阳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通大街3号
沈阳麦当劳中街二店 辽宁省沈阳市中街路195号
长春麦当劳友谊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147号
大连麦当劳开放区昌临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溪路3号
沈阳麦当劳市府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市府路211-1号
沈阳麦当劳三好街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南三好街84号数码时代广场
抚顺麦当劳东一路餐厅 辽宁省抚顺市东一路4号抚顺百货大楼
沈阳麦当劳滑翔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滑翔路12甲1-4门
沈阳麦当劳展览馆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文化路52号
大连麦当劳鲁迅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鲁迅路29号-2麦当劳
哈尔滨麦当劳红博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旗大街301号
大连麦当劳桃源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解放路580号
哈尔滨麦当劳乐松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三大动力路8号
大连麦当劳福佳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西安路99A号
大连麦当劳科技谷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黄河路663号
沈阳麦当劳沃尔玛店 辽宁省沈阳市中华路9号太原南街沃尔玛
沈阳麦当劳香江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保工南街2号
大连麦当劳软件园得来速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软件园路２５号
大连麦当劳金州大林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斯大林路２８４号金州大厦
丹东麦当劳金海得来速餐厅 辽宁省丹东市锦山大街51号
沈阳麦当劳泛华得来速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浑河西路6号
沈阳麦当劳百联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55号
大连麦当劳天和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天津街207-16号
哈尔滨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衡山路17号，万达广场一楼
沈阳麦当劳浑南中石化得来速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１０号
沈阳麦当劳马路湾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北大街１８４号建筑物的一部分
沈阳麦当劳新阳光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１２１号的建筑物一部分
大连麦当劳黄河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黄河路２６号的建筑物的一部分，具体为一单元一层１号商铺
大连麦当劳天兴罗斯福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西安路１３９号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
哈尔滨麦当劳南通大街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通大街２94号船舶电子大世界二层Ｆ０１１室
沈阳麦当劳北海街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联合北海街８３号一层
大连麦当劳凯德和平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高尔基路707号１层２号的大连和平广场
大连麦当劳长江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胜利广场１８号九州饭店附楼的一层及地下一层
大连麦当劳珠江路得来速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261号印象城一层
沈阳麦当劳兴华南街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兴华南街58-20号万达广场3号门
沈阳麦当劳中兴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太原北街86号
沈阳麦当劳黄河北大街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黄河北大街96号一层01号商铺
长春麦当劳万达红旗街广场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步行街
沈阳麦当劳宁官村DT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77号
沈阳麦当劳滂江街1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滂江街20号东龙之梦亚太中心地下1层B1F19-20、24、26号商铺
沈阳麦当劳黄河北大街2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黄河北大街80号一层
哈尔滨麦当劳安阳路DT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市道里区安阳路1号
沈阳麦当劳富民街餐厅DT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富民南街33-201门，栋号为20#的一二层独立商铺
大庆麦当劳万达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万达广场步行街二层
大连麦当劳金洲胜利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胜利路瀛海金州80B-1号
大连麦当劳海防街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香炉礁海达北街42号山姆会员店一楼
大连麦当劳瓦房店世纪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共济办事处世纪广场27号建筑物的一、二层的一部分
沈阳麦当劳长白西路DT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35甲
沈阳麦当劳大什字街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津桥路7号一层T164-T165、二层T252-T253
沈阳麦当劳中山路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中华路2号建筑物一层10-12号商铺
长春麦当劳国商百货卫星广场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207号
哈尔滨麦当劳中兴大道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兴大道45号一层及二层
大连麦当劳黄浦路万达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黄浦路500号万达广场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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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宽城万达 吉林省长春市北人民大街155号万达广场1027号商铺
吉林麦当劳财富广场餐厅 吉林省吉林市重庆街1367号
哈尔滨麦当劳哈西万达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中兴大道168号哈西万达广场步行街1069、2075B、3028号商铺
大连麦当劳虹城路FSDT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虹城路632号
鞍山麦当劳五一路新世界餐厅 辽宁省鞍山市五一路38号一层010101号、二层020030号商铺
长春麦当劳欧亚卖场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开运街 5178号 欧亚卖场 20号门
沈阳麦当劳中华路新世界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中华路88号
本溪麦当劳永丰街餐厅 辽宁省本溪市永丰街2栋1层13门33号
大连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12号一层3＃商铺
沈阳麦当劳团结路华府天地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哈尔滨路118号
沈阳麦当劳林丰路新玛特餐厅 辽宁省盘锦市林丰路油田新玛特一楼
大连麦当劳金石路DT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金石路55-35号
齐齐哈尔麦当劳北方新天地餐厅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卜奎南大街18号北方新天地购物广场一楼
抚顺麦当劳新华大街乐都汇餐厅 辽宁省抚顺市新华大街1号
大庆麦当劳昆仑立天唐人购物中心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西宾路昆仑立天唐人购物中心精致楼
普兰店麦当劳商业大街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商业大街
长春麦当劳博学路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学路1555号迅驰广场麦当劳餐厅
大连麦当劳解放路IS美辰百货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武汉街71号
沈阳麦当劳天坛南街(奥体万达)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营盘西街17号
大连麦当劳西南路DT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西南路479号
葫芦岛麦当劳宏运商厦餐厅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大街9-5
大连麦当劳张前路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张前路181-1号
双鸭山麦当劳松江国际餐厅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新兴大街中段双鸭山松江国际购物中心1－01，2－28号商铺
沈阳麦当劳汪河路FSDT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汪河路110号
长春麦当劳季平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辽宁路162号国商百货
大庆麦当劳西站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西站三楼主店
哈尔滨麦当劳红旗大街DT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旗大街408号
海城麦当劳海州大街餐厅 辽宁省鞍山市环城北路38-S1
丹东麦当劳锦山大街餐厅 辽宁省丹东市锦山大街107号
大庆麦当劳学伟鑫城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经六街299号A06栋17号商铺大润发楼外
鸡西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黑龙江省鸡西市中心大街8号鸡西万达广场一层1032号商铺
大连麦当劳数码路IS(亿达软景中心)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软件园数码路北段75-2号软景中心
吉林麦当劳蕾凯莲餐厅 吉林省吉林市世纪广场118号
哈尔滨麦当劳麦凯乐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尚志大街73号麦凯乐一层1-92-019商铺
沈阳麦当劳兴工街千姿汇DT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兴工北街34号
延吉麦当劳金达莱餐厅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河路延吉万达广场
鞍山麦当劳新亚百货餐厅 辽宁省鞍山市
丹东麦当劳万达餐厅 辽宁省丹东市298号万达广场
佳木斯麦当劳利达双子星奥莱餐厅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解放路与德翔街交口利达商场一楼麦当劳
沈阳麦当劳新隆街DT餐厅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2-1号
营口麦当劳鲅鱼圈青龙山大街餐厅 辽宁省营口市蝴蝶泉路45号万达广场一层1062号
朝阳麦当劳黄河路万达餐厅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大街三段2#万达广场一层1036号
牡丹江麦当劳太平路餐厅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太平路西158号建筑物
公主岭麦当劳华生购物中心餐厅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高铁北路与岭西大街交汇
本溪麦当劳胜利路实华DT餐厅 辽宁省本溪市胜利路站前联营三角地
长春麦当劳中海国际广场鸥凯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临河街与南三环交汇中海国际广场H10栋
哈尔滨麦当劳万达茂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世茂大道99号哈尔滨万达茂一层1001,1002A,1003A商铺
齐齐哈尔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万达广场一楼1009B-1010A商铺
长春麦当劳吾悅广场佳蕊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皓月大路与正阳街新城吾悦广场2F2017
哈尔滨麦当劳松北嗨梦DT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世贸大道247号
锦州麦当劳万达餐厅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科技路
大连麦当劳甘井子万达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虹韵路6号甘井子万达广场2号门1B25麦当劳餐厅
大连麦当劳汇泉路DT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泉水P5区19-1
佳木斯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光复西路1081号一层1061号商铺，万达广场一楼
庄河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延安路南段918号万达广场1F-1001
抚顺万达 辽宁省抚顺市浑河南路（中段）56-10号楼万达广场一楼
长春麦当劳高新活力汇晶丹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华光街与佳园路交汇
盘锦油一城餐厅 辽宁省盘锦市香稻路
哈尔滨麦当劳陈金健身俱乐部餐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群力新区群力大道与兴江路交口处
吉林市欧亚综合体餐厅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1-2号
长春欧亚南三环购物中心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亚泰大街与南三环交汇处
大庆乘风新玛特餐厅 黑龙江省大庆市乘风大街55号乘风新玛特购物广场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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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赤峰街（万国）DT餐厅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益海园
大连黄浦路锦辉 辽宁省大连市黄浦路517号
鞍山民生路DT餐厅 辽宁省鞍山市民生路5号
肇东正阳明珠餐厅 黑龙江省绥化市十五道街与正阳大街交叉口
云峰街 辽宁省沈阳市云峰街25号云峰广场
中海澜庭餐厅 吉林省长春市创意路超然大街交汇
锦州茂业 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大街三段3号茂业中心
北二西路 辽宁省沈阳市北二西路29号
阜新万达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兴工路53-5门万达广场
嘉兴中山路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禾兴南路610号中山影城一层麦当劳餐厅
宁波麦当劳中山东路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中山东路281号金光中心一层
湖州麦当劳观凤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红旗路67号观凤大厦一层
温州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路环球大厦一层
杭州麦当劳黄龙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黄龙广场东侧
杭州麦当劳涌金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南路139号涌金广场一层
宁波麦当劳乐购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日新街38号乐购麦当劳餐厅
杭州麦当劳朝晖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朝晖五区河东路152号
杭州麦当劳临平利群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北大街134-136号银泰百货一楼
杭州麦当劳明珠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302号明珠商业中心
诸暨艮塔路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艮塔路28号雄风时代广场一层
永康胜利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胜利街步行街三区商场
衢州麦当劳中银餐厅 浙江省衢州市南街42号新中银百货一楼
绍兴嘉业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67.69号
绍兴麦当劳柯桥华联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柯桥笛扬路华联国际商贸城
温州麦当劳飞霞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飞霞北路欧洲城H栋
杭州麦当劳文三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90号
余姚麦当劳阳明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新建路2号长发商厦一层
温州麦当劳乐清虹桥时代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虹桥幸福路38号时代广场一层
安吉胜利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胜利路百汇大厦一层安吉市
桐乡麦当劳润丰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梧桐街道润丰步步行街A段
丽水麦当劳中山餐厅 浙江省丽水市中山街丽水大厦一层
温州麦当劳东海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民航路体育馆一层
宁波麦当劳万达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四明中路999号，宁波万达商业广场
杭州麦当劳河坊街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中山中路70号
舟山麦当劳东港得来速餐厅 浙江省舟山市东港开发区普陀体育场北侧
嘉兴麦当劳江南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洪兴路1766号江南摩尔中央街5号
台州麦当劳路桥得来速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路北街道马铺居西路桥大道460号
上虞麦当劳一百得来速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城北新区浙江上百购物中心西南角一层及二层
杭州麦当劳龙禧得来速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东信大道与南环路交叉口
杭州麦当劳西湖银泰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９８号
杭州麦当劳四季青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杭海路９６号
义乌麦当劳宾王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稠州北路４０４－４２２号
杭州麦当劳文源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南秀路1288号世纪联华超市-1楼
杭州麦当劳星光大道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长河镇滨盛路以南杭州星光大道文化艺术商业步行街地块
杭州麦当劳万象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万象城B2 B1层第B288及B161号商铺
宁波麦当劳江北万达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大道江北万达广场步行街一层1-81号商铺、1-82号商铺，三层3-08-01号商铺
绍兴麦当劳柯桥万达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钱陶公路799号万达广场一层西侧
杭州麦当劳物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望江路与钱江路西南口，望江东路333号，望江商业商务大楼一层A-003商铺
杭州麦当劳和平会展中心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158号和平会展中心一楼
杭州麦当劳文三华星店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477号一层商铺和地下室一部分
萧山麦当劳金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北干街道金城路333号建筑物一层
温州麦当劳温州龙湾万达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城市中心区G-10地块上温州龙湾万达广场步行街一、二层2001号商铺
杭州麦当劳新华路步步高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新华路5号1层
杭州麦当劳新加坡科技园FS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科技园2号
杭州麦当劳杭州大酒店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46号杭州大酒店1幢1号商铺
杭州麦当劳萧山明新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市心北路一层834、836、838、840号及二层838、840号
杭州麦当劳丰庆路世纪联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丰庆路710号
杭州麦当劳都尚超市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镇学林街(北)2-8号地块高沙商业街综合大楼
余姚麦当劳万达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兰江街道四明西路855号
杭州麦当劳城西银泰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祥符街道丰潭路380号B1F011号商铺
临安万华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钱王大街855号
海宁麦当劳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海昌路新苑路交叉口东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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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麦当劳温岭锦江百货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锦屏路锦江百货一楼
台州麦当劳温岭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中华路728号
杭州麦当劳运河上街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台州路2号运河上街商业中心F1-01,F2-01
杭州麦当劳下沙物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4号大街15号-2号1，2幢裙房物美超市F-003号商铺,209号商铺
宁波麦当劳南部商务区国骅大厦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天达巷101号
宁波麦当劳鼓楼步行街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鼓楼步行街一层45号商铺
湖州麦当劳东吴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东吴国际广场龙玺公馆A201室、A501室及东吴商业街37号、41号
临海麦当劳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古城街道东方大道1号临海银泰城1F021,2F022号商铺
宁波麦当劳北仑银泰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中河路399号1F1031,2F2018-3号商铺
金华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李渔东路366号万达广场2号门
杭州麦当劳北部软件园乐富智汇园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北部软件园祥园路28号
绍兴麦当劳金帝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777号金帝银泰城B044、045、046号
义乌麦当劳有加利江东购物中心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江东路与南门街交叉处
宁波麦当劳高新区华润万家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江南路526号
义乌麦当劳世纪联华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北苑望道路与雪峰路交叉处
杭州麦当劳城北银泰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822号L229商铺
杭州麦当劳滨江浦沿物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滨文路与浦沿路交叉口
杭州麦当劳庆春路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中山中路558号一层
嘉兴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广益路1108号
湖州麦当劳广电梅地亚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余家漾路168号
杭州麦当劳江南大道中南FS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江南大道1088号第六空间凡尔赛宫对面的麦当劳餐厅
温州麦当劳平阳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鳌江镇车站大道1188号
杭州麦当劳萧山中兴广场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市心北路207号（市心北路和建设三路交叉口西北角）
杭州麦当劳金街美地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转塘街道杭新路320国道交叉口金街美地一层
杭州麦当劳高教路FSDT-GS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创新基地高教路西侧
宁波麦当劳宁海西子国际广场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桃源中路168号西子国际麦当劳餐厅
台州麦当劳天台万亚广场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劳动路与工人路交叉口
湖州麦当劳南浔浙北大厦购物中心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人瑞路与南林路交叉口南方新世界新浙北大厦一层
台州麦当劳仙居天盛购物广场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环城南路131号天盛广场一层麦当劳餐厅
杭州麦当劳滨江星耀城2期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江陵路1916号三号楼
温州麦当劳大西洋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娄桥街道瓯海大道1299号
海宁麦当劳海宁长安物美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长安镇长安路188号
衢州麦当劳龙游东方广场餐厅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南路兰亭路交叉口龙游东方广场
杭州麦当劳钱江新城迪凯银座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29号
舟山麦当劳定海凯虹广场餐厅 浙江省舟山市舟山定海东瀛路199号凯虹广场
嘉兴麦当劳泰富广场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文昌路与C1路西南角
宁波麦当劳东部新城宏泰广场DT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东部新城门户区
杭州麦当劳教工路EAC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EAC欧美中心
杭州麦当劳滨江江陵路鑫都汇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滨康路和江陵路交叉口东北角鑫都汇大厦101-1
杭州麦当劳西湖文化广场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6号
台州麦当劳路桥星光耀餐厅 浙江省台州市路北街道银座街与腾达路交叉口星光耀广场2号门
宁波麦当劳姜山镇海港城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天童南路2365号
义乌麦当劳义乌之心城市生活广场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工人西路9号义乌之心城市生活广场L237
杭州麦当劳临平万宝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街道荷禹路105号万宝城C-101
宁波麦当劳嵩江中路和邦大厦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嵩江中路628号和邦大厦麦当劳餐厅
温州麦当劳新田园社区邻里中心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住宅区核心区（西区）配套工程102-1室
衢州麦当劳新城吾悦广场餐厅 浙江省衢州市衢州新城吾悦广场
杭州麦当劳余杭江南时代广场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镇凤新路和荆余路交叉口
杭州麦当劳余杭临平莱茵7号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
温州麦当劳恒隆大厦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238号恒隆商务楼101室
金华麦当劳东阳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银泰城2号门
嘉兴麦当劳嘉善银泰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大道与阳光路东北角
金华麦当劳武义县壶山广场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壶山广场B区一层麦当劳餐厅
杭州麦当劳盛德国际DT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通运街168号盛德国际商务中心3幢
温州麦当劳乐清北白象百佳广场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北白象镇东大街588号百佳广场
九堡金海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杭海路878号
杭州西溪欢乐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五常大道
杭州城北新天地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华盛达时代中心1层128铺
杭州滨江美博生活广场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东冠路611号美博广场
宁波金东岸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宁波金东岸
丽水松阳餐厅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环城西路150号松州广场
诸暨不夜城餐厅 浙江省绍兴市绍兴高湖路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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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中南乐游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网商路与江南大道交叉口中南乐游城1楼麦当劳
温州美美广场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路42号
金华商城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金华市八一南街806号
宁波奉化银泰城餐厅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南山路150号
杭州西溪谷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紫霞街西溪谷商务楼
海宁人民广场餐厅 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海宁工人路商业中心一期H座F103号人民广场麦当劳
杭州萧山空港新城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靖江街道青六南路
义乌世贸中心餐厅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稠城街道商贸金融商务区义务世贸中心
湖州星火百货餐厅 浙江省湖州市志诚路星火百货A座
瑞安瑞立生活广场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开发区毓蒙路1169号瑞立外滩生活广场
临平华元欢乐城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南苑街道迎宾路和望梅路交叉口
杭州富阳达夫路餐厅 浙江省杭州市达夫路205号
青岛麦当劳佳世客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72号
青岛麦当劳国贸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路51号
青岛麦当劳中新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辽宁路263号中新大厦一楼
淄博麦当劳淄博商厦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中新路125号淄博商厦一层
潍坊麦当劳中百餐厅 山东省潍坊市胜利西街233号中百商厦一层
济南麦当劳人民商场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东首13号
青岛麦当劳中山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中山路70号
济南麦当劳文化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1号
青岛麦当劳台东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台东三路42-46号
青岛麦当劳李村向阳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向阳路50号
泰安麦当劳青年路餐厅 山东省泰安市青年路60号
济南麦当劳泉城广场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99号
烟台麦当劳海港路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海港路10号润隆大厦一层
济南麦当劳济南山大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路146-6号（成大高科）一楼
东营麦当劳振华餐厅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33号东营振华商厦一楼
临沂麦当劳沂蒙路餐厅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188号
寿光渤海路 山东省潍坊市圣城街４７６号
威海麦当劳振华餐厅 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８９号
莱西月湖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烟台路52号
烟台麦当劳观海路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观海路２７７号佳世客一层
济南麦当劳纬六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322-1号
济南麦当劳营市东街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４３３号
泰安麦当劳东岳大街餐厅 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380号
济南麦当劳济泺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济泺路与标山南路交口的山东缤纷五洲商城
青岛麦当劳长春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华阳路25号
青岛麦当劳澳门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澳门路88号百丽广场
青岛麦当劳青岛大学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22号
济南麦当劳玉函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9288
青岛麦当劳延吉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延吉路116号青岛CBD万达广场
济南麦当劳经四路万达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纬一路东侧、经二路南侧、顺河街西侧、经四路北侧万达广场步行街二、三层267、
青岛麦当劳辽阳西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辽阳西路100号
东营麦当劳济南路餐厅 山东省东营市西城区济南路以南，西四路以东的建筑物一层A1-1、二层B2-2商铺
青岛麦当劳五四广场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
济南麦当劳恒隆广场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188号济南恒隆广场3层320号铺位
济南麦当劳经十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经七路纬十二路交汇处银座购物中心一层110号和地下一层B102号商铺
济南麦当劳章丘双山FSDT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以南、芙蓉大道以北，章莱路与兴美路之间
济南麦当劳山大路2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与山大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华强广场商业裙楼的负一层及一层
青岛麦当劳海尔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同安路880号建筑物B1-06-B1-10号商铺
天泰城DT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丹山工业园308国道西侧青岛天泰城商业广场一层及二层一部分
青岛麦当劳胶州利群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宁波路以西澳门路以南的建筑物一层L30-N34号商铺
即墨蓝鳌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振华街88号一层S02商铺
青岛麦当劳城阳利群DT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街道吕家庄社区正阳路北青威路东的建筑物一层
青岛麦当劳黄岛利群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78号一层L1号商铺
济南麦当劳银荷大厦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齐鲁软件园西北，新泺大街以南，崇华路以东，舜华路以西银荷大厦F座建筑
青岛麦当劳东方城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黑龙江中路2111号一层(1-1,1-2号商铺)、二层(2-1号商铺) 　
青岛麦当劳李沧万达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巨峰路148号李沧万达广场步行街的建筑物第一层129号商铺
青岛黑龙江北路DT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兴阳路702号青岛国际轻纺城
青岛麦当劳百惠商厦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延安路129号利群百惠商厦
青岛麦当劳漳州二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南区古田路18号建筑物的一部分
济宁麦当劳运河城餐厅 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楼中路17号运河城购物中心一层东南角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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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麦当劳万达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西南河路6号万达广场2号门
聊城麦当劳金鼎商厦餐厅 山东省聊城市柳园路与东昌路交叉口金鼎商厦
青岛麦当劳李沧和谐广场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向阳路116号
济南麦当劳文化西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趵突泉南路与文化东路交汇处金光健康城1F 2F
淄博麦当劳茂业时代广场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大顺路茂业时代广场
章丘麦当劳汇泉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汇泉路以南、明水大街以东的唐人中心一层175号商铺和二层270、271-1号商铺
济南麦当劳泺口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济泺路７５号的建筑物，具体为一层１５４号商铺及二层１４９号号商铺（主餐厅）
青岛麦当劳金狮广场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195号乙
日照麦当劳苏宁餐厅 山东省日照市海曲中路18号苏宁广场
日照麦当劳万象汇餐厅 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176号万象汇LG层120
滨州麦当劳万达餐厅 山东省滨州市滨州黄河十二路以南渤海十一路以西
青岛麦当劳万科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山东路171号
济南麦当劳万科城FSDT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万科城新街坊c24
烟台麦当劳开发区万达广场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开发区衡山路与淮河路交汇
济南麦当劳华能路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华能路汇隆广场
枣庄麦当劳万达餐厅 山东省潍坊市鸢飞路958号潍坊万达广场一层
烟台麦当劳保利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清泉路29号
潍坊麦当劳枣庄万达餐厅 山东省枣庄市永兴路231号
德州麦当劳万达餐厅 山东省德州市解放南大街1239号万达广场
威海麦当劳百货大楼餐厅 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64号
济南麦当劳嘉华购物广场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省济南市经二路588号，嘉华购物广场一层
莱芜麦当劳茂业天地(茂业)餐厅 山东省莱芜市文化南路
淄博麦当劳桓台信誉楼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张北路1373号麦当劳桓台信誉楼餐厅
济南麦当劳汉峪金谷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7000号的汉峪金谷A3-4栋一层及二层西南角1号商铺
青岛协信星光里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秦岭路19号
威海杨家滩餐厅 山东省威海市海滨南路与齐鲁大道交汇
平度扬州路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常州路76号太平洋购物中心一层西门麦当劳
青岛乐客城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夏庄路1号
青岛金水路丽达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铜川路216号丽达广场负一层
济宁万达广场餐厅 山东省济宁市太白东路55号万达广场一楼1号门旁
淄川般阳路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般阳路8号一层186-188号和二层280-282号商铺
青岛万达茂餐厅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滨海大道1777号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餐厅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长江中路与北京路交界处
潍坊泰华步行街餐厅 山东省潍坊市东风东街360号
东营万达东城餐厅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路北,康洋路东万达广场一层
淄博金晶大道餐厅 山东省淄博市金晶大道66号华润中心万象汇
济南贵和购物中心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中国二环南路2688号的建筑物领秀城贵和购物中心B1层25号商铺
株洲建设南路餐厅 湖南省株洲市建设南路400号（中心广场-创润大厦）
长沙枫林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枫林路2号
八一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八一路3号
长沙麦当劳司门口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北段起点2楼
长沙麦当劳雨花亭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中路412号宏轩花苑一栋101房
醴陵解放路餐厅 湖南省株洲市解放路４７号No.47 Jiefang Road,Liling Hunan
星沙得来速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大道与凉塘路交叉口西南角
长沙麦当劳红星步步高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路与湘府路交汇处西南角的地下一层红星步步高超市入口位置
长沙友阿奥特莱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南路三段27号友谊阿波罗奥特莱斯购物公司17号楼一层
株洲神农城餐厅 湖南省株洲市炎帝广场神农城太阳城银座A101铺
长沙麦当劳步行街中心广场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黄兴路步行街中心广场东北角
长沙登高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登高路018号第75栋
王家湾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西二环西与麓山路交汇处的西南角
东风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东风路1号第8栋
长沙麦当劳玉兰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迎春路与玉兰路交汇处
长沙麦当劳桐梓坡路王府井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大道与桐梓坡路交汇处
长沙麦当劳南门口1662项目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城南西路南门口，步行街南端
湘龙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万家丽北路段与湘龙路交汇处
常德万达餐厅 湖南省常德市万达广场步行街一楼
长沙麦当劳五一路平和堂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88号平和堂商厦负一楼
衡阳麦当劳万达餐厅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万达广场一楼
益阳麦当劳海洋城餐厅 湖南省益阳市益阳海洋城一楼
长沙麦当劳沙湾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路与沙湾路交叉口
长沙麦当劳中建梅澜坊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环湖路中建梅澜坊98号
长沙麦当劳华创国际广场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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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麦当劳芙蓉中路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80号松桂园综合楼101号
九龙仓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长沙国金中心商场地下一层LG114-LG115号商铺
成都麦当劳总府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总府路15号王府井百货二楼
成都麦当劳盐市口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大业路盐市口广场首层及二层
成都麦当劳黄河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永陵路19号黄河商业城首层
泸州麦当劳汇通餐厅 四川省泸州市水井沟汇通百货大楼首层及二层
成都麦当劳春熙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春熙路北段23号新华书店二楼
立海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小新街87-113号立海大厦二楼
成都麦当劳双林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388号诺玛特一层
南充麦当劳五星花园餐厅 四川省南充市文化路7-9号附1号
成都麦当劳文武路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草市街2号
成都麦当劳双桥子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大田坎街68－190号家乐福首层
成都麦当劳西大街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西大街19号4栋新城市广场1楼
王府井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王府井百货B1-B2层
成都麦当劳人民商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19号茂业天地一楼和负一楼
成都麦当劳国际社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蜀西路３９９号中海国际社区
成都麦当劳万达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锦华路一段68号万达广场2号门麦当劳一楼二楼
重庆鲁能得来速麦当劳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渝鲁大道666号鲁能星城７街区14号建筑
成都麦当劳软件园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软件园B区天华二路218号
成都麦当劳SM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
重庆麦当劳金港国际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两路安家田片区
泸州麦当劳天益广场餐厅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江西路２５号
成都麦当劳壹购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东大街上东大街段１３３号壹购潮流广场
南坪万达 重庆市重庆市南坪珊瑚村重庆万达商业广场
融汇新时代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三峡广场天陈路1号融汇新时代的建筑物B1层及1层
成都麦当劳茶店子得来速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坝路2号
重庆金开DT麦当劳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113】国用【2008】字第【02274】号（宗地号为【BJ1-5-65】）地块
成都麦当劳奥特莱斯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时代奥特莱斯1号门
成都麦当劳银河博美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大面镇银河路1号5号展馆的一部分
成都麦当劳青羊工业园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同诚路9号青羊工业园N区9栋
成都麦当劳国色天香FS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万春镇天乡路社区十一、十二组
成都麦当劳来福士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来福士广场负二楼
大学城青年广场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大学城青年广场14号
成都麦当劳蓝光空港国际城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大件路白家段280号蓝光空港国际城
绵阳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四川省绵阳市花园路九号万达广场二层2021、2022A、2023B号商铺
成都麦当劳第一城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小科甲巷１号二层30、31号商铺（IFS）对面
成都麦当劳金牛万达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三号门三楼3067/3068
龙湖时代天街 重庆市重庆市长江二路174号一期商业A栋1层A-24和A-25号商铺
龙立巴国城DT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9号巴国御景项目商业2区126、127、221、222号房产
涪陵泽胜 重庆市重庆市高笋塘兴华中路25号泽胜中央广场商业步行街一期1号楼一层1009B号商铺
成都麦当劳新世纪环球中心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环球中心B1层B01/03
成都麦当劳凯德魅力城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万科路9号
成都麦当劳地铁中心城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地下一层今站购物中心内
成都麦当劳磨子桥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磨子桥一环路南二段1号磨子桥
成都麦当劳鹏瑞利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北三路55号一层
绵阳麦当劳新世界百货餐厅 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路东段72号新益大厦
成都麦当劳桂湖摩尔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桂湖西路20号桂湖摩尔百货1楼
成都麦当劳世纪城地铁站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396号世纪城地铁站负一楼（世纪城地铁站出站A.B口）
乐山麦当劳梅西百货餐厅 四川省乐山市嘉定中路580号嘉州国际商业中心
成都麦当劳温江珠江新城国际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大道三段珠江新城国际购物中心A区
广元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四川省广元市广元万达广场1号门麦当劳
成都麦当劳钻石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10号附23号1栋1楼
宜宾麦当劳东方时代广场餐厅 四川省宜宾市南岸金沙江南路3号东方时代广场一楼
乐山麦当劳上土桥街重百商场餐厅 四川省乐山市鼓楼街58号8幢(乐山重百商场一楼)
成都麦当劳金堂华地财富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赵镇滨江路二段华地财富广场
西昌麦当劳月城广场餐厅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城片区长安东路25号B区101号
成都麦当劳国际商贸城三期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北新干道绕城出口
德阳麦当劳万达餐厅 四川省德阳市庐山北路一段8号万达广场一层2号门1039号
乐山麦当劳万达餐厅 四川省乐山市乐青路662号万达广场一层1053号（2号门）
遂宁麦当劳万达餐厅 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遂宁万达广场一层1010 -1011号商铺
成都麦当劳天之府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望丛中路1092号（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旁）
成都麦当劳青羊万达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青羊万达广场　二层的2033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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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麦当劳百伦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郫筒镇一环路西北段188号
成都麦当劳青白江美程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凤凰西七路31号IMC美程广场
成都麦当劳吾悦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桃都大道中段888号新城吾悦广场
成都麦当劳摩尔华盛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摩尔华盛1-2F
眉山麦当劳雕像国际广场餐厅 四川省眉山市三苏雕像广场侧
广元麦当劳图腾海博春天餐厅 四川省广元市鼓楼东街与北街交汇处图腾海博春天广场2号门2层
成都麦当劳卓锦城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三圣乡新华村(E)地块上卓锦mango中心
宜宾麦当劳西街餐厅 四川省宜宾市西街3、５、7号1层
成都麦当劳崇州万达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万达广场一层1001、1002号商铺
重庆麦当劳永辉生活广场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盘溪七支路9号永辉生活广场室内B2层
巴中容邦国际餐厅 四川省巴中市回风巴州大道容邦国际购物中心
峨眉山麦当劳华地广场餐厅 四川省乐山市名山东路400号万年华地财富广场2栋麦当劳餐厅
成都麦当劳金科北路DT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金科西路58号
成都麦当劳武侯吾悦广场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大道顺江段77号武侯吾悦广场2号门1楼
泸州麦当劳蜀泸大道餐厅 四川省泸州市龙潭区龙南路83号1幢3号门市一层
成都天府三街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218号峰汇中心二号楼一层
提督街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中国提督街99号1层1001号
高新区交子大道餐厅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交子大道300号
泸州金带路餐厅 四川省泸州市金带路与红星路交叉口泸州城北万达广场一层1027和1028A商铺
眉山文忠街餐厅 四川省眉山市文忠街万达广场
茶园奥园广场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天文大道
渝北松石大道SM广场餐厅 重庆市重庆市松石大道
合肥麦当劳乐普生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乐普生餐厅 美菱大道618号
合肥麦当劳曙光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136号 曙光麦当劳餐厅
合肥麦当劳长江中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293号
安庆麦当劳迎江餐厅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422号
铜陵麦当劳铜官山餐厅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1号
蚌埠麦当劳淮河路餐厅 安徽省蚌埠市淮河路978号中兴商城一楼
滁州麦当劳南谯路餐厅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路693香港城一楼
淮南龙湖中路餐厅 安徽省淮南市龙湖中路1号
宣城状元南路餐厅 安徽省宣城市状元南路商之都一楼
阜阳颍州路餐厅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路160号
芜湖中和路餐厅 安徽省芜湖市中和路融汇中江广场
六安梅山中路餐厅 安徽省六安市梅山中路与皖西路交叉口
合肥麦当劳太湖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太湖路恒生阳光城
淮北淮海路餐厅 安徽省淮北市淮海孟山路口
合肥麦当劳站前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站前路九龙珠儿童城一楼
合肥麦当劳长江西路DT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和香樟大道交叉口
合肥麦当劳包河万达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与马鞍山路交口的包河万达广场步行街
合肥麦当劳天鹅湖万达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南二环路3818号合肥天鹅湖万达广场步行街二层2-02、2-03号商铺
芜湖镜湖万达餐厅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赭山东路1号芜湖镜湖万达广场步行街二层02-01B及三层03-36A商铺
合肥麦当劳新地mall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与祁门路交叉口，新地Mall,8号楼1层106室
合肥麦当劳淮河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三号海亚大世界二楼
亳州光明路餐厅 安徽省亳州市光明路111号
蚌埠万达餐厅 安徽省蚌埠市蚌埠东海大道万达广场
芜湖中山南路餐厅 安徽省芜湖市中山南路侨鸿国际购物广场一层
淮南龙湖南路餐厅 安徽省淮南市龙湖南路海沃广场
安庆麦当劳纺织南路餐厅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家乐福一楼
合肥麦当劳合肥之心城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189号之心城一楼东门入口
蚌埠商之都麦当劳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中路63号
马鞍山万达餐厅 安徽省马鞍山市太白大道3200号万达广场
合肥麦当劳肥东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公园路星光广场
合肥麦当劳肥西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名邦广场
合肥麦当劳绿地瀛海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绿地缤纷城
合肥麦当劳宿松路得来速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
安庆麦当劳八佰伴餐厅 安徽省安庆市集贤南路43号八佰伴商场一楼
阜阳麦当劳时代广场餐厅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中南路227号时代广场餐厅
滁州麦当劳苏宁广场餐厅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西路苏宁广场2号门一楼
合肥麦当劳翡翠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丹霞路与翡翠路交口星达城一层
马鞍山麦当劳永辉超市餐厅 安徽省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和湖南东路交口
铜陵麦当劳万达广场餐厅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大道中段
合肥麦当劳保利东郡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新安江路与郎溪路交口保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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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麦当劳天盈餐厅 安徽省黄山市天都大道8号
蚌埠麦当劳银泰城餐厅 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与延安路交口银泰城2号门
合肥潜山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和潜山路交口
合肥西藏路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滨湖新区西藏路和烟墩路交口
合肥黌街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磨店社区学府路与梦溪路交口
颍上幸福广场餐厅 安徽省阜阳市颍阳路与荐贤路交口
宣城万达餐厅 安徽省宣城市水阳江大道与景德路交口的东北
河南迈乐加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郑州紫荆山路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1号
郑州文化路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新田大厦
郑州经三路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66、68号
郑州建设路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建设路与桐柏路交差口大商一楼
郑州东风路百脑汇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东风路东路１１号百脑汇大厦
郑州市花园路得来速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与北环路交叉口
郑州二七万达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路南、大学路西二七万达广场12号楼步行街2035号商铺
河南迈乐加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郑州紫荆山路新世界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57号
郑州锦艺城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桐柏路与棉纺路口锦艺C区
郑州文化路硅谷广场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煤炭北街南，文化路西，硅谷未来城
郑州麦当劳中原新城新玛特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陇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东南角大商新玛特一楼
郑州汽车客运北站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北路客运站
南阳中央公园餐厅 河南省南阳市建设路和人民路路口
河南迈乐加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郑州航海东路店 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路中州大道交汇处
鹤壁万达餐厅 河南省鹤壁市闽江路南侧华夏南路东侧
商丘万达餐厅 河南省商丘市归德路和北海路
漯河千盛购物广场餐厅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路与交通路交汇处向北100米路东
郑州中原万达金街餐厅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路和秦岭路交叉口中原万达1号门万达金街麦当劳餐厅
南宁麦当劳朝阳分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朝阳路45号南宁百货大楼首层
桂林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依仁路120号首、二层
昆明麦当劳鸿城广场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负一层（小花园十字路口）
昆明麦当劳金壁辉煌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三市街89号金碧辉煌大厦首层（金马碧鸡坊）
梧州国泰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山路恒业国泰广场首层
昆明麦当劳世纪广场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88号世纪广场首层
广西柳州东都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山东路东都百货首层及二层
北海麦当劳和安分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中路和安商港的部分首层及部分二层
玉林金城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路金城商厦首层
南宁市新朝阳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朝阳路38号新朝阳商业广场首层及二层
南宁市新民生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生路91-99号新民生名店广场首层及二层(市中心步行街中心)
春城得来速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166-168号上海沙龙一楼
南宁汇东国际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金浦路１６号
南宁麦当劳金湖分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金湖路６３号
玉溪极东风路餐厅 云南省玉溪市东风路１号美佳华商业广场１层
关兴得来速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关兴路“万兴印象”Ｅ栋
十里长街DT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日新中路222号
昆明麦当劳中汇商业中心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１１２７号中汇商业中心地上一层（霖雨桥沃尔玛）
青云街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云街昊天通信城二楼
昆明麦当劳东来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东来大厦首层
桂林中山路十字街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十字街中山中路４５号华联商厦一至三楼
桂林环城西一路联达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环城西一路联达商业广场右侧首层
钦州永福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州湾大道８２号阳光丽城一楼
昆明麦当劳正义西街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西街与光华街交汇处，即光华街４号首层和二层商铺
昆明麦当劳滇池路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南亚风情第一城麦当劳餐厅
环城东路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东路与白龙路交叉口东北角1栋一层1号商铺及1栋二层1号商铺，商铺号：1-1-
民族大道一分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136号南宁华润中心万象城第L6层627号商铺
广西麦当劳白沙大道得来速一分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白沙村白沙大道20号
昆明麦当劳虹山东路得来速 云南省昆明市虹山东路9号
桂林漓江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路28号国展购物中心南城百货超市口首层及二层
南宁麦当劳普罗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白沙大道109号
南方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76号
曲靖南宁西路餐厅 云南省曲靖市南宁西路68号
昆明雨花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城彩云南路雨花公交车场1F
北湖得来速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友爱路22号
桂林临桂金水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新区金水路29-2南城百货超市口
柳州鱼银泰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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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华成都市得来速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南二路华城都市得来速餐厅
贵阳麦当劳中华南路鲜花广场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南路1号
昆明商博路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商博路公交车场旁
贵阳麦当劳清溪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清溪路111号
宜良鱼龙路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鱼龙路愿景城市广场2栋
遵义万里路餐厅 贵州省遵义市万里路
梧州旺城DT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大学路36号
柳州步步高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广场路10号-1F超市入口
贵阳麦当劳延安西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延安西路66号
南宁淡村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五一东路7号东森购物广场1F南城超市入口
昆明麦当劳朝云街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朝云街七彩云南第壹城购物中心一层
玉溪极中心餐厅 云南省玉溪市棋阳路极中心购物广场一层
腾冲麦当劳火山路分店 云南省保山市翡翠路永兴财富中心1F
南宁新阳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阳路286号振宁阳光康城2号楼
悦城国际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新亚洲体育场悦城国际S17幢一层
贵阳麦当劳诚信北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北路
柳州阳光100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桂中大道2号阳光100南城百货麦当劳
柳州麦当劳柳太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太路1号颐华城14号楼1F-2F
钦州麦当劳人民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路13号恒基广场
来宾麦当劳前卫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前卫路9号百悦商业广场一层麦当劳餐厅（迎宾广场对面）
南宁麦当劳大学东路地铁站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学东路与明秀路路口广西大学地铁站附属商业街建筑物
贵阳麦当劳西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市西路
北海麦当劳万达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东南路225号万达广场
昆明麦当劳广居路DT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广居路万科魅力之城售楼部首层
南宁麦当劳星光大道江南万达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南宁亭洪路48-1号万达PLAZA
昭通麦当劳昭阳大道餐厅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大道金池购物中心一楼
玉林麦当劳人民中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广西玉林东门广场南城一楼正门麦当劳
百色麦当劳中山二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广西中山二路2号
南宁麦当劳西乡塘区高新大道安吉万达广场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南宁高新大道55号安吉万达广场
贵港麦当劳中心商业广场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朝阳路中心广场
大理麦当劳泰安广场餐厅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泰安路与建设路交汇处时代天街1楼
贵港麦当劳建设中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建设中路步步高广场1F
贵阳麦当劳黄河北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黄河路龙湾国际二层2-501
六盘水麦当劳麒麟路餐厅 贵州省六盘水市麒麟路万达广场1A032
柳州麦当劳潭中西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潭中西路18号沃尔玛商业中心35号楼1F
桂林麦当劳滨江北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滨江北路169号叠彩万达广场
建水迎辉路餐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迎晖路朝阳楼前小桂湖
南宁昌泰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合作路1号昌泰东盟园
杨林大学城职教园区滇美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杨林教职基地文轩路与文林路交叉口
公园1903餐厅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海宏路46号
南宁文化宫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主路20号文化宫
大理宾川路餐厅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路中红海峡广场首层
贵阳云潭南路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云潭路万达
普洱市五一路步行街餐厅 云南省普洱市五一路思茅老街首层
桂林解放东路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解放东路11号
柳州东环大道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大道256号万达广场一层1021-1号、二层2021-1号商铺
兴义桔山大道餐厅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桔山新区桔山广场
兰州麦当劳张掖路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通渭路1号
兰州麦当劳瑞德摩尔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东路1681号
兰州麦当劳虹盛百货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虹盛百货商城一楼
兰州时尚百盛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111号时尚百盛
兰州西太华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西津西路西太华百货一层
兰州倚能假日餐厅 甘肃省兰州市西津东路575号（建工大厦一楼）
兰州城关区临夏路5号西单商厦 甘肃省兰州市中山路西单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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