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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平爱乐 北京嘉平爱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园路100号招待所二层 王恒 010-68470933
北京盛世雅歌交道口店 北京市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6-6号 鲁如国 010-64038484 / 84047470
北京盛世雅歌望京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望京南湖中园130号楼 徐银萍 010-84722478
北京盛世雅歌大悦城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大悦城购物中心五层 李安源 010-585517433
北京盛世雅歌王府井店 北京市 北京市王府井新华书店6层 王国卿 010-52291814
北京盛世雅歌学院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25号电子六所北楼5层 张云亮 010-82375700
北京盛世雅歌西三环店 北京市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1号外研社路南 韩勇 010-68403050
北京盛世雅歌北三环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凯德Mall第三层 苏振宇 010-84298436
北京盛世雅歌朝阳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民航医院西200米兴隆家园北门 吕恒 010-85757517
北京盛世雅歌北苑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52号K酷广场三层 任朝霞 010-84939806
北京盛世雅歌小营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小营路9号银座大厦二层 刘鑫博 010-64911937
北京盛世雅歌公主坟店 北京市 北京市西长安街复兴路20号（翠微大厦向西20米路 王琦 010-68224673

北京御曲 北京御曲琴行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虎坊路17号 马晓宇 010-51250206
北京里歌中艺 里歌爱乐（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北路定福家园南里1号院3号楼2层里歌乐器 王志慧 010-59056238

上海知音旗舰店 上海市 上海市长宁路1200号 邬晓晨 52413737
上海知音中心店 上海市 上海市金陵东路363号 荣力宁 62361080
上海知音南方店 上海市 上海市沪闵路7250号5楼 郑晔君 64128392
上海知音张杨店 上海市 上海市张扬路640号3楼 孙嘉伟 58359828
上海知音西郊店 上海市 上海市仙霞西路88号4楼 汤砚浓 52191710
上海知音中环店 上海市 上海市真光路1288号2楼 陈宗烨 61392961
上海知音又一城店 上海市 上海市淞沪路8号6楼 王慧法 65483160
上海知音瑞虹店 上海市 上海市临平路325号 王莉 53935021
上海知音联洋店 上海市 上海市丁香路1399弄30号B10 朱家伟 50119571
上海知音东郊店 上海市 上海市沪南路2420号 石磊 50917266
上海知音时代广场店 上海市 上海市张杨路500号6楼 杨玲英 68409915
上海知音御桥店 上海市 上海市御桥路1986号1-2楼 石磊 50902311

上海高祥 上海高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汾阳路30号 吴苏妮 13901734391
南宁百斯特 南宁百斯特琴行 广西南宁广西省南宁市祥宾路琅东53栋4号 岳书明 13367614700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西三环店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0号 胥明帅 010-68428858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远大路店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20号 曾庆文 010-88508380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亚运村店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北里安园8号楼 王安光 010-64890253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回龙观店 北京市 北京市回龙观大街北店时代广场D段四层 陶焕芳 010-80750195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新世界店 北京市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新世界商场一期四层 仲  雷 010-67083002

北京至超圆点 北京至超圆点乐器行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128号 刘强 010-66126026
天目琴行钱江新城店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清江路304 姚江栋 (0571)88925829
天目琴行萧绍路店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萧绍路1102-1108 姚江栋 (0571)82701995
天目琴行滨江店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月明路1140 姚江栋 (0571)86986301
天目琴行学院路店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135号 姚江栋 13754328818
杭州新世纪杭州店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151号 袁启敏 0571-88829944
杭州新世纪萧山店 浙江 浙江省萧山区市心南路415号 陆晓军 0571-82654118
杭州新世纪萧山金惠店 浙江 浙江省萧山区金惠路360号 钱彩霞 0571-83711198

杭州和歌 杭州和歌 浙江 杭州萧山市心中路世纪名家家居广场243号二楼 吕强 13967131320
温州文海 温州文海 浙江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东路13号江南大厦一楼 庄小芝 13706625678
台州知音 台州知音 浙江 台州市椒江区机场北路272号 王建林 13216991333
宁波天一 宁波天一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县前街45号 朱益芳 13805861180
湖州金曲 湖州金曲 浙江 浙江省湖州市府庙3号楼49号 高松林 13017911030
金华山叶 金华山叶 浙江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南路404号 盛星 13506581514
义乌欧迅 义乌欧迅 浙江 浙江省义乌市稠州中路220号 冯明 13957987199

嵊州艺音 浙江 浙江省嵊州市官河直路282号 吕坚 13905855263
嵊州艺音绍兴店 浙江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金时代广场1129号 吕坚 13905855263

南京新辉 南京新辉 浙江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42号 何健 13851718919
南京知音中山南路店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224号 闻倩 13809026541

南京知音奥体店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1楼(近奥
体大街

闻倩 (025)87708399

无锡知音 无锡知音 江苏 江苏省无锡市学前街86-10号 孙燕平 13921396931
苏州飞音 苏州飞音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干将西路1077号 郝思祯 13013887804

淮安寒舟淮安店 江苏 江苏省淮安市南门大街环城路头北侧（商贸城北邻 韩舟 18552607878
淮安寒舟新亚店 江苏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东路与淮海北路交汇处新亚商城5楼 韩舟 13186655851

南通明星 南通明星 江苏 江苏省南通市环城东路晏园一号楼 朱磊 18651391818
安徽乐之都 安徽乐之都 合肥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合肥工业大学东100米 沈笑 0551-2902904
合肥乐海 合肥乐海 合肥 合肥市寿春路88号1号 蒋坤 13856083079/0551-62652588
安庆皖江 安庆皖江 合肥 安庆孝肃路141号 郝宏 0556-5570794  
福州宇韵 福州宇韵 福建 福建省福州市鼓东路54号2楼 林良金 0591-87503473
福州大正 福州正大 福建 福建省福州市安泰中心A座二层9-10号 江其忠 0591-87612632
厦门星星河 厦门星星河 福建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304号 谢东强 0592-5859368

宁德琴声艺长 宁德琴声艺长 福建 宁德市东湖西路祥和楼 卢英 0593-2395966
河南丽声 河南丽声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西大街与顺城街交叉口金鼎华府104-105 窦亚丽 0371-66283808

南昌天音广场路店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东路201号 魏建南 13807098382
南昌天音师大店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190号3栋附近 魏建南 (0791)88522564

赣州中音 赣州中音 江西 江西赣州市红环路中段 易亮 13707079998
宜昌爱乐 宜昌爱乐 湖北 湖北省宜昌市红星路11号 白会文 15926996288
嘉兴王晶 嘉兴王晶 浙江 浙江省嘉兴市凌公塘路1319-1321号 王晶 18969318288
海宁星海 海宁星海 浙江 浙江省海宁市南苑路525号 朱刚 13806727712
长兴萧邦 长兴萧邦 浙江 浙江省长兴县县前西街666号 陈文波 18651830200
扬州知音 扬州知音 江苏 江苏省扬州市淮海路175号 刘菲 13092092192
淮安新乐博 新淮安乐博 江苏 江苏省淮安市漕运西路114号 刘世章 13179506123
盐城交响 盐城交响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解放南路136号 王皓田 15851075582
郑州声光 郑州声光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西大街63号 何永征 0371-66259690
安阳哆唻咪 安阳哆来咪 河南 河南省安阳市彰德路中段 王阳 0372-5931677
新余韵声 新余韵声 江西 新余市劳动南路32号 熊国林 13907908332
武汉银可可 武汉银可可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247号 何浩 13385287056

哈尔滨星海琴行友谊路总店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友谊路52号 刘伟 0451-86140099  
哈尔滨星海琴行雅马哈专卖店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地段街214号 刘岩 0451-84617366

齐齐哈尔通艺 齐齐哈尔通艺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中环南路23号 （中环农行对面） 王萍 0452-8082229
大庆埃德 大庆埃德琴行 黑龙江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会战大街69号 吕业明 0459-66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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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佳佳 佳木斯佳佳琴行 黑龙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西林路182号秋林西200米 史艳微 0454-8677716   
长春百汇琴行-三马路店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三马路989号 张爱玲 0431-88756910
长春百汇琴行-红旗街店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1636号 孙宇 0431-89150733

长春敦善 长春敦善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西朝阳路382号-长春市文化馆4楼 闵磊 13159779373
四平敦善 四平市铁西区敦善乐器专卖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17中综合楼2楼 王鑫伟 0434-3252331

沈阳震东琴行五里河店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五里河街10号 高珅 024-23991666
沈阳震东琴行三好店 辽宁 和平区三好街54甲6号 李琦  024-23891874
沈阳震东琴行中街店 辽宁 沈河区正阳街98-1号3门 王玉石 15002443856

大连福音 大连福音琴行 辽宁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36号 徐皓冰 0411-83704332

鞍山启化 鞍山启化琴行 辽宁 辽宁省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工农街3号 李荣祥 0412-2218678
石家庄天骄 石家庄天骄 河北 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店 史志勇 0311-83833111
石家庄华声 石家庄市华声琴行有限公司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桥西区南小街6号花园步行街D座 白敬军 0311-85189996
唐山星海 唐山星海琴行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新华东路67号 蔡亚楠 0315-2819202
邯郸学步 邯郸学步琴行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319号 霍琴 0310-2050345

天津滨海琴行塘沽店 天津 天津市塘沽区上海道1329号 边洋 022-25308341
天津滨海琴行和平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荣安大街新文化花园F号 徐宝森 022-27305585

晋城知音 晋城市知音乐器音响有限公司 山西 山西省晋城市新市西街219号 李晋太 0356-3033390
晋城俞博扬 晋城俞博扬 山西 山西省晋城市黄华街B2区9号商铺 0356-3051590
大同拓然 大同拓然 山西 大同市迎宾大桥国际丽都6号商铺鸣一琴行 李君义 0352-5029072
内蒙古艺龙 内蒙古艺龙琴行 内蒙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长安金座D座2层 靳英士 0471-4693888

赤峰天音琴行天音店 内蒙 赤峰市红山区大栅栏南口南50米 顾磊 0476-8368726
赤峰天音琴行艺海轩店 内蒙 赤峰市红山区民族宾馆一楼 顾磊 0476-8338895

包头艺龙 包头市艺龙琴行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 包头市青山区文化路乙40号 李政 0472-3153301
金木商贸 兰州金木琴行 甘肃 兰州市武都路310号 许鹏 0931-8173573

天水志高琴行旗舰店 甘肃 天水市秦州区青年北路甲二号 王勇 0938-8218446
天水志高琴行雅马哈专卖店 甘肃 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统计大厦2楼 赵璐 0938-8301818

定西文人乐坛 定西文人琴行 甘肃 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16号 卢庐宇 0932-6957841
西安雅娜琴行西稍门店 陕西 西安市沣镐东路1号甲字18号 贾亚娜 029-84245095
西安雅娜琴行南稍门店 陕西 西安市友谊东路436号 王果莉 029-87885135
西安雅娜琴行文艺路 陕西 西安市文艺北路金色城市五羊酒店北50米 唐妮娜 029-89326211

西安新舒尔 西安舒尔琴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南郭路20号 吴真理 029-87898272
西宁纵横 西宁纵横实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西宁市花园北街20号 青措 0971-4113315
宁夏隆升 宁夏隆升琴行 宁夏 银川市文化东街80-82号 李隆 0951-6082371

济南历山新城琴行和平路店 山东 济南市和平路32-6号 侯维娜 0531-81319345
济南历山新城琴行会展店 山东 济南市会展西路165号 许克亚 0531-86391818
济南历山新城琴行天桥店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天成路65号 许克亚 0531-88892221
济南历山新城琴行卓林店 山东 济南历下区文化西路14号历山名郡C7商业街 许浩 15314124440
青岛天合琴行福州南路店 山东 青岛市福州南路47号 王永华 0532-85772812
青岛天合琴行延安路店 山东 青岛市延安路142号-1 张军 0532-82724900

东营润声 东营润声琴行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省东营市西三路25号润声琴行（济南路与西三路
口南100米路西）

王美明 13054620007/0546--7778807

烟台雅歌 烟台市天籁乐器有限公司 山东 烟台市三马路东04号 钟雨 0535-6224847
伊春斯曼 伊春斯曼琴行 黑龙江 黑龙江省伊春市商城北门西20米新兴中大街17号 曹桂华 0458-3881110 
沈阳旺族 沈阳旺族 辽宁 辽宁省辽宁省沈阳沈河区青年大街165-9-1 何天颖 024-23925608
太原福音 太原福音琴行 山西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南路48号01号门面房 赵晋松 13038085098
大同新百灵 大同市新百灵音乐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山西省大同市龙新花园A8座28号 李进喜 0352-2101366
海拉尔华彩 海拉尔华彩 内蒙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阿里河路华彩乐器行 马广艳 0470-8221877
张掖和声 张掖市甘州区和声琴行 甘肃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北街52号 贾虎 0936-8222081
汉中博雅 汉中博雅琴行 陕西 汉中市连葫路中段（二中西侧20米） 任旭 0916--2250687
乌市柏斯 乌市柏斯琴行 新疆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644号 唐洪军 0991-4539517
张店鲁乐 淄博鲁乐琴行 山东 山东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143号甲6 闫德旺 0533-6282466
广州典艺 广州典艺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北路506号 林炳辉 13609017637 / 020-83859362
广州箭丽 广州箭丽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中路117号 郭伟东 13560166176 / 020-81054576

广东骏纬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228号广州城投大厦西侧
裙楼三楼

袁田 18666089023 / 020-83061620

广东骏纬海珠区店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达镖国际中心苏宁
Expro超级店二楼

同上

广州卓越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西路187-189号时代国际大厦首层、
二层

詹骏斌 13710828173 / 81362388转208

广州卓越购书中心店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123号广州购书中心负一层 同上
东莞晶品 莞市东城晶品琴行 广东 东莞市东莞城区八达路138号东豪广场1楼C2商铺 张艳 13622640099
深圳和美 深圳和美 广东 广东省深州市福田区上步南路1069号二层 姜建松 13502880116 / 0755-83625606
深圳保威 深圳保威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园心苑商铺22-23格 江觉然 13751033212 / 0755-82796981
佛山音悦 佛山市音悦琴行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井一路27号之9 刘高枫 13726621528 / 0757-82960296

珠海新海贝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鸿泰溪城商铺101号新海贝 梁家恺 13532253132 / 0756-2292922
珠海新海贝拱北店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区迎宾大道南花苑新村商场C1型铺 梁家恺 13532253132 / 0756-2292922

中山博雅 中山博雅 广东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兴中道6号假日广场南塔2--3楼 伍秀宽 13702512523 / 0760-88361155
汕头圣源 汕头圣源 广东 汕头市天山路6号 郭少鹏 13902732983
茂名珠江 茂名珠江 广东 广东省茂名市文明北路159号会丰花园二楼 苏雄伟 13702865253 / 0668-2878332
浈江区珠江 湛江珠江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110号 苏雄伟 13702865253 / 0668-2878332

美之声 桂林美之声琴行 广西桂林广西省桂林市信义路8-3 蓝卫锋 0773-2885598
重庆科文 重庆科文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15号 唐启明 13628360823 / 023-63726008
重庆春声 重庆春声 重庆 重庆市杨家坪步行街国际金融大厦3F 苟毅 13637834614 / 023-65346512 
长沙蓝光 长沙蓝光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蔡锷中路28号 刘湘 13077372729 / 0731-84454971
长沙音源 长沙音源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中路147号星光大厦负一楼 彭人熙 13875886618 / 0731-84865527
常德大雅 常德大雅 湖南 常德武陵区朗州南路健民花园108号门面 丁立萍 13973663285

四川雅乐 四川雅乐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红河镇西南建材市场（成渝高速
路旁）

赖胜容 13551822839 / 028-85430817

成都奇尚 成都奇尚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群众路69号1－59号 柯集荣 13709029507 / 028-85433767
绵阳鸿远 绵阳鸿远 四川 四川省绵阳市福安巷3-15-17# 王国惠 13547114321 / 0816-2234877
海南振龙 海南振龙希望 海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3-1号 黄少华 13876038009 / 0898-66117788
贵州乐都 贵州乐都 贵州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合群路286号1栋2层 刘元富 15185107099 / 0851-6808111
贵州博艺 贵州博艺 贵州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东路117号 陈文斌 13985059155 / 0851-5283326
成都雅音 成都雅音 四川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2号2楼一号 赵卫国 028--87023867
遂宁天籁 遂宁天籁 四川 遂宁市顺南街92号 邓勇 0825－225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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