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门店咨询点信息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咨询邮箱: contactus.cn@clubmed.com 
上海:  
 
上海春秋国旅-定西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3764393483 /021-6252 5934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558号（近长宁路）  

工作时间：09:00-18:00（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青旅-衡山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902/6474 7503  

地址：上海市衡山路2号（东平路口）  

工作时间：09:00-18:00（周三、周六休息）  

 

上海青旅－大沽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899  

地址：上海市黄陂北路228号  

工作时间：09：00-17：30（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外航商旅-科恩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21-61972989/6217 6179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66号科恩大厦1楼（近威海路）  

工作时间：09:30-18:30（周一、周日休息）  

  

上海外航商旅-花旗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892/5876 6672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33号花旗大厦103C室  

工作时间：08:30-17:30（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外航商旅-金桥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848/6105 9502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碧云路550号（云山路口）  

工作时间：13:00-22:00（周三、周四休息） 

  

上海外航商旅－美罗大厦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4267880  

地址：上海天钥桥路30号105室  

工作时间：9:30-18:00 (周四、周日休息) 

 

上海春秋国旅-人民广场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903/6352 4018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342号（九江路口）  

工作时间：9:30-18:30（周三、周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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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春秋国旅-缤谷广场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937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45号 缤谷广场二期201A  

工作时间：10:00-20:00（全年无休） 

 

上海国旅－国旅大厦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898/6247 5958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1277号国旅大厦1楼（西康路口）  

工作时间：09:00-18:00（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上航国旅-江苏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 2889  

地址：上海市江苏路595号1楼（近延安西路）  

工作时间： 09：00-18：00（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凯撒－龙之梦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18521313187/021－60460337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虹口凯德龙之梦B座04-2 

工作时间： 10：00-18:30  

 

丰旅假期-南丰城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21-52993181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南丰城南区SL-205丰旅假期 

工作时间： 10:00-22:00（全年无休） 

  

北京:  
Club Med 佳程广场精品店 

电话:010-6413650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37号复星国际中心2905室，10002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中旅-崇文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6526 6683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西大街3号中旅总社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9:00  

 

中青旅-苏州桥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5881 906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11号亿城大厦2号楼A座101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众信-远洋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6550 5658 / 6413 653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远洋国际中心A座一层108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9:00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咨询邮箱: contactus.cn@club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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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金融街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5859 7066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98号中海凯旋1号楼1单元首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众信-中关村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8288 6978 / 6413 653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善缘街立方庭大厦1层1号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众信-劲松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6779 168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301号楼底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  

 

众信-亦庄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5259 5487 / 6413 6533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华联力宝购物中心一层南门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四，10:00-19:00  

 

国旅-东大桥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6597 0810 / 6413 6535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6号院新城国际21号楼底商103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凯撒旅游-青年汇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8579 0029 / 6413 6534  

地址:北京z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青年汇104号楼1层109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众信-北太平庄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5849 260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2号-4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咨询邮箱: contactus.cn@club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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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之旅-江南西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8424 7334  

地址:广州市江南西紫山大街1号之三06铺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广之旅-中华广场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8373 8680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1002A铺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10:00-19:00  

 

南湖旅游-旅游城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8317 1765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114号南湖国旅城(公园前地铁D出口)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凯撒旅游-购书中心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8398 5100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23号购书中心1层F07区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广之旅-环市东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8370 3007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48号市政大厦首层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广东中旅-时代广场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3884 4625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28号时代广场首层104B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苏州:  
苏州星舟旅游-星海生活广场店专家咨询点  
电话：0512-65070592/13814818032 
地址：苏州园区星海街199号星海生活广场A202青旅 
工作时间：9:00-18:00 （周六、周日休息）  
 

南京:  
南京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汇杰广场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5-83196792  

地址：南京市中山路268号汇杰广场9楼  

工作时间：09：00-17：30 （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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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浙江飞扬国际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富茂大厦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4000365666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大沙泥街88号富茂大厦副楼9层 

工作时间：08：30－17：30 （周六、周日休息）  
 
杭州： 
杭州国华-杭州国华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4009950355， 0571-86029886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萍水街万家花城一期8-5底商 

工作时间：9:30-22:30（周一至周五） 9:30-17:30（周六，周日） 

 
哈尔滨:  
天马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451-5778 1518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9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30  

 

商旅-华山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451- 8888 1967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华山路2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6:30  

 

珠海:  
中旅-拱北口岸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756-888 4800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81号口岸中旅营运总部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成都:  
港之旅-拉大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8-8515 5717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肖家河北街88号附1号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凯撒旅游-万象城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8-8358 3719  

地址: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购物中心B1楼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重庆:  
海外-江北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3-6770 0429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支路8号平街门市(星光68商场旁)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咨询邮箱: contactus.cn@club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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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凯撒旅游-龙湖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3-8823 2720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石油路龙湖时代天街C馆-L2层-32A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昆明:  
风光-顺城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871-6601 8995  

地址:昆明市顺城街西侧新月花园B幢商铺1层49号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 00 

 

 

长春： 
凯撒旅游-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8843158922 

地址：长春市开运街欧亚卖场10号门二楼凯撒旅游体验店 

工作时间：周二至周六；10：30-19:30 

 

天津:  
众信-绿游天地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2-5817 3385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绿游天地104B  

工作时间:10:30-19:30(周三、周日休息)  

 

众信-荣业大街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2-2735 6352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荣业大街6-8号一层新世界花园底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沈阳:  
丰盛国旅-领事馆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4-66765333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15号1-1门（日本领事馆西侧）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8:00 

 

国旅-国际大厦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4-2340 1909  

地址:沈阳市府大路55号年华国际大厦10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30  

 

 

  
上海办公室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一栋701-704室  

咨询热线:021-61972985  
咨询邮箱: contactus.cn@clubm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