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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外航商旅-金桥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 2848/156 0196 5957  刘碧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碧云路 550 号 

工作时间：13:00-22:00（周三、周四休息） 

 

上海外航商旅-科恩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 021-6197 2998 /158 2133 8661 冯黛 

           021-6197 2989/138 1674 5864  方梦菲   

地址：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 66 号科恩大厦一楼沿街店铺  

工作时间：9:00-18:00（全年无休） 

 

上海外航商旅-美罗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2892/138 1674 5864    方梦菲 

          021-6197 2938 /137 6412 2715  刘志赶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0 号美罗大厦 105 室 

工作时间：9:00-18:00（全年无休） 

 

上海上航旅游-江苏路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021-6197 2889/135 0193 0316 许敏华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595 号 1 楼（近延安西路） 

工作时间：9:00-18:00（周六、周日休息） 

 

 

北京: 
 

Club Med旗舰店 

电话: 010-64136508 / 1352258 0705 王春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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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海昌大厦店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4号海昌大厦7层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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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中关村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10-8288 6978   张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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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日，9:00-18:00 

 

中青旅-万寿路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10- 89192063 转2  魏佳琪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51号凯德晶品购物中心B1 -55 

工作时间:  10:00-19:00 周日/ 周一 休 

 

众信-安贞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86-1196-8106 陶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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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杰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西大街3号中旅总社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众信-远洋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10-6550 5658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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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09:30-18:30 

 

众信-金融街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10-5859 7066 梅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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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86 1196 8106  陶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301号楼底商铺，劲松桥西南角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国旅-东大桥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10-6597 0810 曲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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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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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旅游-青年汇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010-8579 0029   宋梓燚 

地址: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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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辉-金源燕莎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 18611568207 李阳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远大路 1 号金源新燕莎四层 4024K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8:00 

 

西安： 
众信旅游-南门金花商场店 

电话： 13630286269  李梦琦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门金花商场一楼众信旅游 

 
 

天津： 
众信-恒隆广场店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022-2735 6352 张双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166号恒隆广场（西庭）5层5040 

工作时间:周二-周六 09:00-18:00 

 

长春： 
旅游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8611568207 李阳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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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凯撒-天河购书中心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 020-83985100/13434387169 王丹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23 号购书中心 1 层 F07 区凯撒旅游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广东中旅-天河时代广场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020-38844625/18819481841 廖凌锋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首层 104B 广东中旅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广之旅-Club Med 主题形象店 

电话：020-80927412/13580442870 梁霖霖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113 号-117 号广之旅首层（万国广场对面）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南湖-中山八路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 020-81072785/13450366327 苏文冠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 23-25 号富力商贸大厦首层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09:30-18:30 

 

南湖-农林下路东山口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13543442318 张晴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二号大院 12-16 号之首层 南湖国旅内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东莞青旅-市体育馆店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13543442318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 3 号市体育馆东青旅内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国定假日除外，9: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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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5-8319 6727/187 6165 7121 邱芳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268 号汇杰广场 9 楼 

工作时间：9:00-17:30（周六、周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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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凯撒旅游-大悦城店专Club Med家咨询点 

电话: 13896994721 / 13881941721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大悦城LG-G05楼026  

工作时间:10:00-19:00 （周六、周日休） 

 

 

四川上航假期-总部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18980034743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6号附5号-12号 工作时间09:00-17:30 (周六、周日休) 

 

重庆： 
重庆凯撒旅游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18589703840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万象城B158 凯撒旅游   

 

西安： 
西安众信旅游 Club Med 专家咨询点 

电话： 13630286269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门世纪金花 2层 众信旅游 

 

昆明:  
昆明风光-Club Med专家咨询点 

电话: 15288103724陈严敏 

地址: 昆明市盘龙区滨江俊园俊发广场 

工作时间: 全年无休，9:3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