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 地址 店名

上海 上海市南京东路800号7楼 上海Sports 100东⽅方商厦南东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号B1名店运动城 上海名店运动城港汇店
上海 上海市徐家汇路618号地B1楼Vans店 上海⽇日⽉月光⼲⼴广场Jumbo店
上海 上海市⻓长乐路704号 上海法拉艾上海⻓长乐路专卖店
上海 上海市⻄西藏北路166号⼤大悦城5F-15 上海⼤大悦城Vans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4825号川沙现代⼲⼴广场3楼 川沙现代Vans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801号3楼 浦东⽂文峰Vans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1号5楼 上海第⼀一⼋八佰伴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8号5楼5-14 vans专柜 上海百联⼜又⼀一城Vans店
上海 上海市华夏东路2255号浦东商场5楼 上海浦东⾦金汇Vans店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88弄1号三楼 上海宝⼭山万达Vans店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城中路138号⼆二楼 上海嘉定罗宾森Vans店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326号 中环百联
上海 上海市宜⼭山路455号B1楼 上海光启城
上海 上海市共和新路1878号第2座1楼运动⼀一百 上海⼤大宁店
上海 上海市仙霞⻄西路88号3楼 上海⻄西郊百联店
上海 上海市南京东路829号7楼 上海世茂Vans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555号518室 上海狮代体育⽤用品店
上海 上海市南京东路409号置地⼲⼴广场7楼 上海置地新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 上海IAPM⼲⼴广场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99号4楼S408 上海宏伊⼲⼴广场店铺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年家浜路437号周浦万达⼲⼴广场2楼257
号商铺 上海周浦万达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路337号2楼 上海浦东昌⾥里店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925弄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2楼 上海松江开元

上海 上海市⻄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五楼 上海来福⼠士⼲⼴广场5楼Vans
上海 上海市⻓长乐路706号1楼 上海⻓长乐路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世博园B层233号vans专柜 上海世博园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932号6楼 上海徐家汇太平洋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91号1楼1091铺 上海江桥万达⼲⼴广场Vans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7号B1层Y-31铺 上海⻓长泰旑彩城Vans专柜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1号巴黎春天6楼 vans专柜 五⾓角场巴黎春天Vans店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818号2楼 上海近铁城市⼲⼴广场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购中⼼心4F04-
19A,B号 上海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250号南⽅方友谊4楼 上海南⽅方友谊Vans
上海 上海市南京⻄西路2-68号新世界商城6楼 上海新世界百货Vans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东⻔门⼤大街200号 上海浦东商场南汇Vans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2楼 上海莘庄仲盛Vans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3611号⾦金桥国际商业⼲⼴广场8座
2F 上海⾦金桥国际Sport100 Vans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五区四号楼安贞华联5层Vans专
柜 北京安贞华联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484号甲 上海法拉艾北京东四北⼤大街专卖店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新燕莎3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北京世纪⾦金源专卖店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三环⻄西路38号双安商场五层VANS
专柜 北京壹美北京双安商场店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76号汉光百货B1层VANS
专柜 北京壹美北京汉光百货商场

北京 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3号新世界1期4层Vans专
柜 北京壹美北京新世界⼀一期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3号君太百货7层VANS专
柜 迈盛悦合北京君太百货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广顺南⼤大街16号院-
2号新世界利莹百货5层vans专柜 北京新世界利莹百货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东⼤大街⽕火神庙商业中⼼心⺩王府井百货
三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大兴⺩王府井百货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华联商厦4层VANS专柜 北京⾩阜成⻔门华联Vans店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号4层 vans专柜 北京五道⼝口华联店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鲁⾕谷⼤大街交汇处⻄西南⾓角万
达⼲⼴广场2楼VANS专柜 北京壹美⽯石景⼭山万达⼲⼴广场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甲24号国泰百货5层VANS专柜 迈盛悦合北京昌平国泰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资和信百货F6 北京资和信百货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B1VANS专柜 北京卓展购物中⼼心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village南区S4-28店 蓝⾊色极限滑板店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A座6层 北京新世界彩璇百货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12号院星凯爱琴海购物中⼼心1
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星凯爱琴海购物中⼼心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9号新中关购物中⼼心M层V
ANS专柜 北京壹美新中关购物中⼼心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兴丰⼤大街商业区帝园商场动感店1
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北京⼤大兴帝园商场动感Vans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世贸天阶三层 北京世贸天阶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18号 北京顺义新世界百货

北京 北京市燕郊开发区神威北路与燕灵路交汇处⾦金乐汇购
物⼲⼴广场 北京燕郊新世界百货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0号 北京当代商城

北京 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城购物中⼼心B1
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国瑞城购物中⼼心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53号⺩王府井百货⼤大楼4层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号⻰龙德⼲⼴广场翠微百货3层 北京翠微⻰龙德店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亲顺南⼤大街2号 北京顺义国泰百货
北京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01号百盛购物中⼼心北5层 北京百盛购物中⼼心VANS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广场B1层VAN
S专柜 北京壹美⺩王府井新东安商城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九棵树中街9号罗斯福⼲⼴广场 北京通州罗斯福⼲⼴广场4F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19号院地下⼀一层 北京三⾥里屯Village B1F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大街15号⻄西红⻔门购物中⼼心2层 北京⼤大兴宜家2F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3层3026 北京通州万达3F VANS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北关路14号华冠购物中⼼心2层 北京良乡华冠Vans店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清路1号院永旺国际商场⼆二层
胜道运动城VANS专柜 迈盛悦和昌平永旺商城道吉运动城VANS店

北京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东⼤大街22号鑫海韵通百货2层VAN
S专柜 迈盛悦和北京密云⻄西单VANS店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龙湖⻓长楹天街购物中⼼心3层VA
NS专柜 北京壹美⻰龙湖⻓长楹天街购物中⼼心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8号颐堤港购物⼲⼴广场LG-47 北京壹美北京颐堤港购物⼲⼴广场B1楼Vans专
柜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3层 北京公主坟翠微百货Vans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38号A座⼆二层 北京城乡世纪商厦VANS

北京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14号京北⼤大世界四楼 北京京北⼤大世界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10号中骏·世界城商业街1楼
Vans 北京壹美北京世界城商业街1楼Vans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星光⼤大道双井富⼒力城B1楼Vans专柜 北京壹美北京富⼒力⼲⼴广场B1楼Vans专柜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南⾥里3区13号4楼Vans专柜 北京翠微⼤大成路店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1号4楼Vans专柜 北京翠微清河店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3楼Vans专柜 北京望京华联VANS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5号4楼Vans专柜 北京⻓长安商场VANS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较场⻄西路18-2号乾丰润体育市场A13铺 ⼲⼴广州勇者⼲⼴广东⼲⼴广州丰润体育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广百百货6楼 ⼲⼴广州奥丰⼲⼴广百北京路店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城208号天河城百货5楼 
vans专柜 ⼲⼴广东进业天河城百货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广百中怡店5楼 ⼲⼴广州奥丰⼲⼴广州⼲⼴广百中怡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三路中华⼲⼴广场负⼀一层 ⼲⼴广州奥丰⼲⼴广州中华⼲⼴广场富⼀一城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北京路1街238号名盛⼲⼴广场 ⼲⼴广东进业⼲⼴广州名盛⼲⼴广场Vans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易发街新⼤大新2层 中⼭山威富⼲⼴广州番禺新⼤大新百货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吉祥路1号动漫星城⼲⼴广场-1层vans专柜 ⼲⼴广东进业⼲⼴广州动漫星城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高德置地⼲⼴广场⼲⼴广百⻛风尚
店⼆二楼 ⼲⼴广东进业⼲⼴广州⼲⼴广百⻛风尚Vans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93号海印东川名店城⾸首层
VANS专卖店 ⼲⼴广州翔捷东川名店城VANS专卖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498号⼲⼴广百新⼀一城 ⼲⼴广东进业⼲⼴广百新⼀一城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新⼀一城4楼VANS专柜 ⼲⼴广州诚沃⼲⼴广州花都新⼀一城4楼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8号⻄西城都荟⼲⼴广场 
VANS店 ⼲⼴广东进业⼲⼴广州⻄西城都荟1F VANS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南村镇汉溪⼤大道381号番禺万达⼲⼴广
场2楼2059铺 ⼲⼴广东进业番禺万达⼲⼴广场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太古汇B1层Vans专柜 ⼲⼴广东进业⼲⼴广州太古汇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3号东⽅方宝泰购物⼲⼴广场
B1层 ⼲⼴广东进业⼲⼴广州东⽅方宝泰店B1楼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百信⼲⼴广场三层 ⼲⼴广东进业⼲⼴广州⼲⼴广百百信⼲⼴广场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81号之⼀一滔博运动城⾸首层
VANS专柜

⼲⼴广州奥丰⼲⼴广州⻄西湖路滔搏运动城1楼Vans专
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西湖路74号Vans街铺 ⼲⼴广州翔捷⼲⼴广州⻄西湖路VANS专卖店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623号岗顶天娱⼲⼴广场3楼Vans专
柜 ⼲⼴广州翔捷⼲⼴广州天河路丽特百货Vans专柜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46号B1层 B25b、B27 
号商铺 ⼲⼴广州翔捷⼲⼴广州江南新地B1楼Vans专卖店

阿克苏 新疆阿克苏市新华东路33号太百购物4楼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阿克苏太百购物⼲⼴广场4楼Vans
专柜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道街90号富⽥田运动城1楼vans
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鞍⼭山鹏达运动城店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道街88号百盛商场店5楼vans
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鞍⼭山百盛Vans专柜

巴彦淖尔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胜利路世奥时尚⼲⼴广场
4F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市世奥时
尚⼲⼴广场VANS专柜

巴彦淖尔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胜利路国泰⼲⼴广场3楼
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内蒙巴彦淖尔国泰商场Vans
专柜

蚌埠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东海⼤大道4399号万达⼲⼴广场2楼Va
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蚌埠万达⼲⼴广场店VANS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67号包百⼤大楼3楼
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Vans专柜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体育管道万达⼲⼴广场1层滔
博运动城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内蒙古包头万达滔博运动城V
ANS专柜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维多利商厦2层va
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维多利商
厦2层vans专柜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幸福路步⾏行街⺩王府井百货
⻘青⼭山店3层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青⼭山⺩王府井百货3层vans店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王府井百货5楼va
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包头市昆区⺩王府井百货vans
店

宝鸡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138号宝鸡天下汇⾼高新购
物中⼼心5楼VANS专柜 陕⻄西新浪宝鸡天下汇Vans专柜

宝鸡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154号开元商城4层VANS
专柜 陕⻄西新浪陕⻄西宝鸡开元商城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裕华东路9-
1号北国商城三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保定北国商城VANS专柜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朝阳北⼤大街799号北国先天下⼲⼴广
场四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河北保定北国先天下⼲⼴广场VANS专
柜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99号万博⼲⼴广场⼆二层V
ans专柜 北京壹美河北省保定万博⼲⼴广场Vans专柜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新华中路华北商厦六层VANS专
柜 北京壹美沧州华北商厦VANS专柜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解放⻄西路颐和⼲⼴广场9号华北商厦3
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沧州华北商厦解放⻄西路店VANS专
柜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荣盛国际购物⼲⼴广场2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沧州荣盛国际购物⼲⼴广场2楼VANS专
柜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1号百货⼤大楼6楼VANS专
柜 上海滔搏-华东常州百货⼤大楼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8号万达⼲⼴广场3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常州新北万达Vans专柜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花园街301号万达⼲⼴广场1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
华东常州⼤大通路武进万达⼲⼴广场店VANS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18号 成都唯尚成都市凯丹⼲⼴广场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15号⺩王府井百货6F-
VANS专柜 成都唯尚成都市⺩王府井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9号⺩王府井百货⼆二店3F 成都唯尚成都⺩王府井⼆二店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三号来福⼠士⼲⼴广场负
⼀一楼Vans店 成都唯尚成都来福⼠士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银⽯石⼲⼴广场2楼vans 成都唯尚成都银⽯石⼲⼴广场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步⾏行街北⼝口九⻰龙仓购物⼲⼴广
场B2Fvans专柜 成都唯尚成都市九⻰龙仓B2Fvans专柜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11号1楼Vans 成都唯尚成都Village Vans店铺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97号1栋1层127号 锦江区颇⾼高体育⽤用品经营部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新华路北1号承德双百购物⼲⼴广场4
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承德双百购物⼲⼴广场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南营⼦子⼤大街10号承德商厦4楼Vans专柜 北京壹美河北省承德商厦四楼Vans专柜

⾚赤峰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维多利购物⼲⼴广场5楼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内蒙古⾚赤峰维多利购物中⼼心V
ans专柜

慈溪 浙江省慈溪市⻘青少年宫南路99号四楼 杭州晋泰慈溪银泰百货Vans专柜
⼤大理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鸳浦北街210号 Love Dali 潮流滑板店
⼤大理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正阳时代⼲⼴广场正兴街Z6-28/R6-20 成都唯尚⼤大理正阳时代⼲⼴广场Vans专柜

丹阳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新民中路2号华地百货2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丹阳华地百货VANS

东莞 ⼲⼴广东省东莞⻓长安镇⻓长⻘青南路1号万科⼲⼴广场Vans 东莞新象东莞⻓长安万科⼲⼴广场VANS专店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200号汇⼀一城购物中⼼心⼀一
楼VANS 东莞祥⾏行⼲⼴广东东莞汇⼀一城VANS

东阳 浙江省浙江东阳市⼗十字街12号VANS专柜 杭州晋泰东阳⼗十字街Vans店

鄂尔多斯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太古国
际B座鄂尔多斯⺩王府井百货3F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鄂尔多斯⺩王府井百货Vans专
柜

奉化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南⼭山路150号4层 杭州晋泰奉化银泰Vans专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42号之⼀一 中⼭山威富佛⼭山兴华商场Vans专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清晖路25号之⼆二 中⼭山威富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清晖路Vans专
卖店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天佑城⼆二楼2L001 中⼭山威富顺德容桂天佑城VANS
佛⼭山 ⼲⼴广东省佛⼭山南海嘉洲⼲⼴广场⾸首层 ⼲⼴广州奥丰嘉洲⼲⼴广场专卖店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天地3号⼈人民路商铺R11号
铺 中⼭山威富佛⼭山⼈人民路Vans街铺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莺岗街3号⾸首层3号铺 佛⼭山市禅城区⽕火⼭山服饰店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95号 上海滔搏-华南福州市元洪东百店中店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八⼀一七北路84号8楼 上海滔搏-华南福州市东百百货店中店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五四北秀峰路与坂中路交汇处泰
⽲禾⼲⼴广场2楼 上海滔搏-华南福州泰⽲禾⼲⼴广场Vans专卖店

抚顺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浑河南路中段66号抚顺万达⼲⼴广场
1楼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抚顺万达⼲⼴广场店

抚顺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东⼀一路4号抚顺百货⼤大楼4楼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抚顺百货⼤大楼Vans

富阳 浙江省富阳市春秋北路271-1号银泰五楼 杭州晋泰富阳银泰Vans专柜
富阳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金桥北路1号1号楼 杭州晋泰富阳东⽅方茂购物中⼼心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 成都唯尚贵阳南国花锦春天百货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196号胜道运动城喷⽔水池店负1
楼 成都唯尚贵阳胜道运动城（喷⽔水池）店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机场路18号亨特城市⼲⼴广场⼀一楼 成都唯尚贵阳亨特国际⼲⼴广场VANS专柜

桂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中⼭山中路37号微笑堂商场5楼VA
NS专柜 柳州泓佑⼲⼴广⻄西桂林微笑堂vans专柜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石头道街118号新⼀一百商场5
楼Vans专柜 哈尔滨旺族秀哈尔滨新⼀一百VANS店铺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220号百盛购物中
⼼心五层VANS专柜

哈尔滨旺族秀哈尔滨百盛购物中⼼心VANS专
柜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1-1号 凯德⼲⼴广场⼀一层 
VANS专柜 哈尔滨旺族秀哈尔滨凯德⼲⼴广场Vans店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118号百盛购物中⼼心
四楼 哈尔滨旺族秀哈尔滨百盛⼆二店VANS专柜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301号红博会展中
⼼心银座VANS

哈尔滨旺族秀哈尔滨市红博会展购物⼲⼴广场V
ans专柜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东路8号望海国际4层 海⼝口源动海⼝口民⽣生百货VANS专柜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金⻰龙路上绑百汇城S-117 海南源动海南海⼝口百汇城VANS专柜
海宁 浙江省海宁市⼯工⼈人路58号华联商场 杭州晋泰海宁华联商场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纺路邯郸阳光天鸿⼲⼴广场⼆二层V
ANS专柜 北京壹美邯郸阳光天鸿⼲⼴广场2FVANS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大街29号邯郸新世纪商业⼲⼴广场5楼
Vans专柜

北京壹美河北省邯郸新世纪商业⼲⼴广场5楼Va
ns专柜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30号银泰百货8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银泰武林店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坛路18-
26号银泰百货庆春店五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庆春银泰店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南路98号银泰百货⻄西湖店3楼vans
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银泰⻄西湖店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北⼤大街132号临平银泰
利群店四楼Vans 杭州晋泰杭州临平银泰百货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288号汇德隆银隆百货
五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萧⼭山银隆百货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丰潭路萍⽔水路⼝口银泰百货底下⼀一
层VANS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城⻄西银泰VANS专柜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258号2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杭州湖滨银泰Vans专柜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69号B座326# 杭州艾恳⼼心Vans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和杭⾏行路交汇处杭州万达
购物中⼼心3楼VANS

杭州晋泰杭州拱墅万达购物中⼼心3楼Vans专
柜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77号百盛⼲⼴广场3楼
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合肥百盛Vans专柜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187号之⼼心城4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合肥之⼼心城店VANS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96号百⼤大⿎鼓楼商厦5楼Va
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合肥淮河路⿎鼓楼VANS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130号万达百货5楼Van
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合肥包河区万达百货VANS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9号维多利
商厦4层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呼和浩特维多利商厦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鄂尔多斯⼤大街26号嘉
茂购物中⼼心⼀一层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呼和浩特嘉茂购物中⼼心VANS专
柜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1号维多利
时代城4层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维多利时代城Vans专柜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号维多利
购物中⼼心⼆二层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呼和浩特维多利亚购物中⼼心Van
s专柜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锡林郭勒南路与中⼭山路交汇
处东南⾓角丰泰⾦金翡丽3层VANS专柜

内蒙古旭美呼和浩特丰泰⾦金翡丽Vans专柜3
楼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中⼭山⻄西路民族商场VANS专卖店 内蒙古旭美呼和浩特民族商场Vans专卖店
湖州 浙江省湖州市南街659-679号 杭州晋泰湖州浙北商厦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淮海东路142号新亚商城4楼Van
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淮安新亚商城Vans专柜

惠州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惠州⼤大道9号L146号铺 东莞新象⼲⼴广东惠州佳兆业Vans

吉林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重庆路1188号国贸购物中⼼心5楼
VANS专柜 ⻓长春盛装吉林国贸购物中⼼心Vans专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2988号银座⽟玉函B1层V
ANS专柜 迈盛悦合济南银座商城⽟玉函店vans专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中段99号银座⼲⼴广场B1
层VANS专柜 迈盛悦合济南银座⼲⼴广场VANS专柜

嘉兴 浙江省嘉兴市江南⼤大厦4楼 杭州晋泰嘉兴市江南⼤大厦

嘉兴 浙江省嘉兴市⽲禾兴南路520号戴梦得购物中⼼心4楼VA
NS专柜 杭州晋泰嘉兴戴梦得购物中⼼心Vans专柜

嘉兴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万达⼲⼴广场2051铺位VANS
专柜

杭州晋泰嘉兴南湖区⼲⼴广益路万达⼲⼴广场2楼Va
ns专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白⽯石⼤大道166号汇悦城 ⼲⼴广东进业江⻔门市汇悦城VANS专营店

江阴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中路51号国际购物中⼼心5楼Vans专
柜 上海滔搏-华东江阴国际购物中⼼心Vans专柜

焦作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解放路908号三维商业⼲⼴广场4楼V
ANS专柜 郑州国宁焦作三维商业⼲⼴广场Vans专柜

焦作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558号丹尼斯百货2楼VA
NS专柜 郑州国宁焦作丹尼斯VANS专柜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西市街159号 杭州晋泰浙江⾦金华第⼀一百货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解放东路168号B馆4楼 杭州晋泰⾦金华银泰百货天地店Vans专柜

锦州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四段2号千盛百货5楼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锦州千盛Vans专柜

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路238号梅绽破路⼝口VANS专卖店 杭州晋泰江⻄西九江浔阳路Vans专卖店
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道九⽅方购物中⼼心⼆二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九江九⽅方购物中⼼心2楼VANS专柜
克拉玛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区⼯工⼈人⼀一栋1号  克拉玛依区起⻜飞点服装店

库尔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路太百时代商场
B1楼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新疆库尔勒时代太百商场Van
s专柜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崇仁街15号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F区1-
25号 成都唯尚昆明顺城购物中⼼心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沿河路9号⺩王府井商场F107号 昆明博捌Fat Tongue 潮流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2号百⼤大新天地⼆二楼VANS专
卖店 成都唯尚昆明百⼤大新天地vans专柜

昆⼭山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南路148号5楼 杭州晋泰昆⼭山商厦Vans专柜
拉萨 ⻄西藏藏族⾃自治区拉萨市宇拓路1号 ⻄西藏⾦金⽥田拉萨拉百店



拉萨 ⻄西藏藏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24-5号拉百购物⼲⼴广场 ⻄西藏⾦金⽥田⻄西藏拉萨拉百街铺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6号国芳百货购物⼲⼴广场6
楼运动区VANS专柜 陕⻄西新浪⽢甘肃兰州国芳VANS专柜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山路120号亚欧商厦5楼VANS
专柜 陕⻄西新浪兰州中⼭山路亚欧商厦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89号新世界百货5楼运动
区VANS专柜 陕⻄西新浪兰州新世界百货Vans专柜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百货5楼运动
区VANS专柜 陕⻄西新浪兰州市万达百货VANS专柜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111号新朝阳购物中⼼心
三楼VANS专柜 迈盛悦合廊坊新朝阳购物中⼼心VANS专柜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50号万达⼲⼴广场2楼2011-
2012号VANS专柜 迈盛悦合河北廊坊万达⼲⼴广场Vans店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43号明珠⼤大厦4层VANS
专柜 迈盛悦合河北廊坊明珠⼤大厦

乐清 浙江省乐清市清远路221号乐清时代⼲⼴广场购物中⼼心3楼 杭州晋泰乐清时代⼲⼴广场购物中⼼心

丽江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民主路电影城VANS专卖店 成都唯尚云南丽江专卖店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山中路1号五星商业⼤大厦六
楼Vans专柜 柳州泓佑⼲⼴广⻄西柳州五星VANS专柜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广场路10号柳州步步⾼高⼲⼴广场4
楼vans专柜 柳州泓佑步步⾼高⼲⼴广场Vans

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路17号银泰⼲⼴广场3楼Vans
专柜 柳州泓佑柳州银泰城店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429号⺩王府井百货三楼
C区VANS专柜 郑州国宁洛阳⺩王府井百货Vans专柜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130号（丽春路⼝口）丹尼
斯百货6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洛阳丹尼斯百货Vans专柜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辽宁路228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
街2层VANS专柜 郑州国宁洛阳万达⼲⼴广场Vans专柜

⻢马鞍⼭山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中路232号⼋八佰伴百货5楼
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马鞍⼭山⼋八佰伴Vans专卖店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1号南昌百货⼤大楼4楼 杭州晋泰南昌百货⼤大楼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177号百盛商场4f 杭州晋泰南昌百盛商场VANS专柜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318好天虹商场6楼 杭州晋泰南昌天虹百货Vans专柜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新区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金街2楼
2035号 杭州晋泰南昌红⾕谷万达VANS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308号恒茂百盛商场2楼VANS
专柜 杭州晋泰南昌恒茂百盛VANS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西路200号⻔门⾯面房(南京师范⼤大学后
⻔门斜对⾯面) 南京斯倍思江苏南京⼲⼴广场店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22号⼤大洋百货7楼Van
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京⼤大洋百货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3号新街⼝口百货有限公
司6楼 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京新百VANS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大桥北路24号⼤大洋百货3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京江北⼤大洋百货VANS店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健康路3号⽔水平⽅方购物中⼼心4楼V
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京⽔水平⽅方VANS店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82号万达⼲⼴广场2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京建邺万达⼲⼴广场店VANS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中段48号4楼梦之岛
商场 ⼲⼴广州翔捷南宁梦之岛Vans专柜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朝阳路⻘青云街18号万达⼲⼴广场百
盛百货6楼Vans专柜 ⼲⼴广州翔捷南宁百盛商场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号南宁百
盛三店六楼VANS专柜 ⼲⼴广州翔捷南宁百盛3店Vans专柜

南宁 ⼲⼴广⻄西省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39号百货⼤大楼北楼6楼Va
ns专柜 ⼲⼴广州翔捷南宁百货⼤大楼6楼VANS专柜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12号中南城购物中⼼心3楼
Vans专柜

上海滔搏-
华东南通桃园路中南城购物中⼼心VANS专柜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极限热站服装商⾏行 南通市崇川区极限热站服装商⾏行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47号⼋八佰伴6楼Vans专
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通⼋八佰伴VANS店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88号⽂文峰城市⼲⼴广场负1
楼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南通⽂文峰城市⼲⼴广场VANS

南阳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新华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丹尼斯百
货4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南阳丹尼斯百货4楼VANS专柜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152号酷购商城三楼VAN
S专柜 杭州晋泰浙江宁波酷购商城A馆Vans店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中⼭山东路238号5楼 杭州晋泰浙江宁波东⻔门银泰店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188号天⼀一⼲⼴广场银泰百
货4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宁波银泰天⼀一店

宁波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天九街95号VANS专卖店 杭州晋泰宁波慈溪天九街Vans店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右营巷31号酷购商城B馆1FVAN
S专柜 杭州晋泰宁波天⼀一⼲⼴广场店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四明中路999号万达⼲⼴广场内步⾏行街2
A19-1 杭州晋泰宁波鄞州万达⼲⼴广场店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909号银泰百货5F 杭州晋泰宁波万达银泰Vans专柜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世纪东⽅方商业⼲⼴广场3楼 杭州晋泰宁波江东银泰Vans专柜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288号3楼VANS 杭州晋泰宁波印象城Vans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188号万达⼲⼴广场2楼 杭州晋泰宁波江北万达⼲⼴广场

盘锦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中兴路⼤大商城市⼲⼴广场新玛特总
店5楼Vans

北京宝景康泰盘锦中兴路⼤大商城市⼲⼴广场新玛
特5楼Vans专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路124号 ⻘青岛⻦鸟窝⼭山东⻘青岛Old School滑板店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9号⻨麦凯乐商场5层VA
NS专柜 上海滔搏-⻘青岛⻘青岛⻨麦凯乐店

三明 福建省三明市东新⼆二路列东街夏商名品中⼼心2楼Vans
专柜 永安鑫实福建三明夏商名品中⼼心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一路国际购物中⼼心3楼VANS专柜 三亚名品三亚国际购物中⼼心VANS专柜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大东海海韵路1号夏⽇日百货 蓝⾊色极限三亚店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步⾏行街⼀一楼运动城 三亚名品三亚步⾏行街Vans店
三亚 海南省三亚解放路668号三亚明珠⼲⼴广场五楼 三亚名品三亚明珠⼲⼴广场Vans店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亚太商业中⼼心C3 蓝⾊色极限三亚亚⻰龙湾店
三亚 海南省三亚亚⻰龙湾美⾼高梅酒店商场 蓝⾊色极限滑板店美⾼高梅商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66号万达⼲⼴广场2楼235
号Vans专柜 漳州创意美厦⻔门湖⾥里万达⼲⼴广场2F Vans专柜

商丘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神⽕火⼤大道556号⼤大商新玛特5楼V
ANS专柜 郑州国宁商丘⼤大商新玛特Vans专柜

上虞 浙江省上虞市市民⼤大道688号（市民⼤大道和江扬路⼝口
）上百万和城3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上虞万和城VANS专柜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449号国商商场5楼 杭州晋泰绍兴国商商厦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万达⼲⼴广场⼆二楼(2-
032)号商铺VANS专卖店 杭州晋泰绍兴柯桥万达VANS专柜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笛扬路与兴越路交叉⼝口银泰百货五
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绍兴柯桥银泰VANS专柜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与和畅堂路交叉⼝口绍兴
银泰城购物中⼼心3楼065号VANS 杭州晋泰绍兴⾦金帝银泰VANS店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东路360号绍兴世茂⼲⼴广场购物中⼼心1
楼VANS 杭州晋泰绍兴世茂购物中⼼心VANS店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路茂业百货东⽅方时代店六楼 深圳市华强北茂业百货商场Vans店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百合星城A-
C栋164号商铺 深圳市1985滑板店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一道与⽂文⼼心五路交汇处保利
⽂文化⼲⼴广场B区⼀一层B1-09 深圳南⼭山滔博时代⼲⼴广场Vans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2047号茂业百货8楼 深圳东⻔门茂业Vans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太阳百货商场5楼 深圳太阳百货Vans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65号胜道运动城1楼vans
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嘉合北⾏行专卖店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28号皇城恒隆商场-
1楼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恒隆⼲⼴广场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90号运动汇2楼vans专
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运动汇Vans专卖店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37号新玛特铁⻄西店5层
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铁⻄西新玛特Vans专柜

沈阳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银州路9号 
铁岭兴隆百货7层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铁岭兴隆百货VANS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21号百盛购物中⼼心6楼va
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太原街百盛店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中兴商厦5楼vans
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中兴VANS店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15号兴隆⼤大家庭时尚⼲⼴广
场区3层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兴隆⼤大家庭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68号中兴新⼀一城4楼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沈阳中街路中兴新⼀一城4楼Va
ns专柜

⼗十堰 湖北省茅箭区⼗十堰市⼈人民路1号⼈人民商场5楼Vans专
柜 湖北杰之⾏行⼗十堰⼈人民商场Vans专柜

⽯石河⼦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北⼦子午路时代⼲⼴广场5楼va
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石河⼦子时代⼲⼴广场VANS专柜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中⼭山东路188号北国商场5层V
ans专柜 北京壹美河北⽯石家庄北国商场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桥东区中⼭山东路326号先天下⼲⼴广场4楼v
ans专柜 北京壹美⽯石家庄先天下⼲⼴广场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139号新百⼲⼴广场5层V
ANS专柜 北京壹美⽯石家庄新百⼲⼴广场VANS店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136号万达⼲⼴广场滔
博运动城1层VANS专柜

北京壹美⽯石家庄万达⼲⼴广场滔博运动城Vans
专柜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长征街与中⼭山路交叉⼝口勒泰中
⼼心三楼Vans专柜 北京壹美⽯石家庄勒泰中⼼心三楼Vans专柜

松原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乌兰⼤大街3085号⾦金钻百货4楼VA
NS专柜 ⻓长春盛装松原⾦金钻百货VANS专柜

松原 吉林省松原市经济开发区⻘青年⼤大街4799号欧亚购物中
⼼心5楼VANS专柜 ⻓长春盛装松原市欧亚购物中⼼心Vans专柜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观前街245号6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苏州美罗商城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工业园区旺墩路268号3楼 杭州晋泰苏州久光百货Vans专柜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县前街和东吴北路交叉⼝口东吴⼈人
民医院对⾯面新苏购物 杭州晋泰苏州新苏购物中⼼心Vans专柜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观前街北局22号5楼 杭州晋泰苏州⼈人民商场Vans专柜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南路219号四楼 杭州晋泰苏州新苏天地购物Vans专柜
苏州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和华池街交界处4楼 杭州晋泰苏州新光天地4楼Vans专柜

台州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289号耀达百货5楼VA
NS专柜 杭州晋泰浙江台州椒江耀达百货

台州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解放北路58号⻜飞⻰龙运动城3楼 杭州晋泰台州椒江⻜飞⻰龙运动城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开化寺街181号华宇购物中⼼心6层
Vans专柜 太原⾦金硕太原华宇购物中⼼心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康宁街1号美特好美都汇购物⼲⼴广
场3层Vans专柜 太原⾦金太原美都汇购物⼲⼴广场Vans专柜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6号北美新天地时尚中
⼼心5层vans专柜 太原⾦金硕北美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北路125号远洋城购物中⼼心1
层 唐⼭山博亚唐⼭山远洋城VANS专柜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新华⻄西道100号万达⼲⼴广场2层VA
NS专柜 唐⼭山博亚唐⼭山万达⼲⼴广场VANS专柜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路新华东道125号唐⼭山百货
⼤大楼条式楼4楼VANS专柜 唐⼭山博亚唐⼭山百货⼤大楼Vans专柜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山东路121号 天津极限队X-team Vans专卖

天津 天津市塘沽区解放路668号⾦金元宝商厦5楼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天津⾦金元宝商厦Vans专柜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208号友谊新天地商场5层VANS
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天津友谊新天地vans专柜

天津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街651号⼀一商友谊3楼男服商场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友谊3楼v
an专柜

天津 天津省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大悦城购物中⼼心⼆二楼南
区2F-A7 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天津⼤大悦城VANS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53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1层1
52B-153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天津河东区万达⼲⼴广场

天⽔水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大众官泉⼀一号)兰天城市⼲⼴广场4
楼VANS专柜

陕⻄西新浪天⽔水市秦州区兰天城市⼲⼴广场4楼VA
NS专柜

通化 吉林省通化市江南新区江沿路888号欧亚购物中⼼心3楼
VANS专柜 ⻓长春盛装通化市欧亚购物中⼼心Vans专柜

通辽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66号⾦金叶⼲⼴广场
2楼VAN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内蒙古通辽⾦金叶⼲⼴广场VANS

桐乡 浙江省桐乡市庆丰中路18号东兴商厦四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桐乡东兴百货Vans专柜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大南路（荷花路⼝口）银泰百货7楼 杭州晋泰温州银泰店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龙祥路万达⼲⼴广场⼆二层 杭州晋泰温州⻰龙湾万达⼲⼴广场Vans专柜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公园路宏德⼤大楼⼀一层101号VANS专卖
店 杭州晋泰温州市公园路Vans街铺

⽂文⼭山 云南省⽂文⼭山市东⻛风路光⼤大⼲⼴广场 成都唯尚云南省⽂文⼭山市VANS店

乌兰察布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恩和街2维多利商厦1楼van
s专柜

北京宝景康泰乌兰察布恩和路维多利商厦1
层Vans店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亚欣⽣生活⼲⼴广场地
下⼆二层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乌鲁⽊木⻬齐亚欣⽣生活⼲⼴广场中⼭山路
Ⅰ店vans专柜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卡乐⼠士购物
⼲⼴广场地下⼀一层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乌鲁⽊木⻬齐卡乐⼠士购物⼲⼴广场Van
s专柜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66号太百商
场四楼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新疆乌鲁⽊木⻬齐友好路太百商场
vans专柜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中路147号汇嘉时
代1楼Vans专柜

新疆新格三⽯石乌鲁⽊木⻬齐市汇嘉时代Vans专
柜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343号商业⼤大厦B座5楼V
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无锡商业⼤大厦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东路11号苏宁⼲⼴广场5F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无锡苏宁⼲⼴广场VANS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中路138号恒隆⼲⼴广场4楼名店
运动城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无锡恒隆⼲⼴广场VANS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团结中路3号宜家购物中⼼心3楼V
ans专柜 

上海滔搏-
华东⽆无锡团结路宜家购物中⼼心VANS

芜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中⼭山路步⾏行街18号华亿国际购物
中⼼心北楼B1层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芜湖华亿VANS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路⼤大道688号武商⼲⼴广场6楼Vans专
柜 湖北杰之⾏行湖北武商⼲⼴广场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6号群光⼲⼴广场5楼Vans专
柜 湖北杰之⾏行湖北武汉群光⼲⼴广场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889号光⾕谷国际⼲⼴广场4楼V
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光⾕谷国际⼲⼴广场Vans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光⾕谷步⾏行街⼤大洋百货负⼀一楼万斯
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市光⾕谷⼤大洋百货Vans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178号万达⼲⼴广场J4-2-
10Vans专卖店 湖北杰之⾏行武汉江南东沙湖万达Vans店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858号武汉⺩王府井5楼V
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王府井Vans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号中商⼲⼴广场5楼Vans专
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中商⼲⼴广场Vans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726号鲁巷⼲⼴广场4楼Vans
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鲁巷⼲⼴广场万斯4F专柜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光⾕谷街11号世界城3楼Va
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光⾕谷世界城⼲⼴广场Vans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956号武商众圆⼲⼴广场3楼
V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武汉众圆⼲⼴广场3楼Vans专柜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80号五环体育商城NOV
O店3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安南⼤大街五环Novo店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西段骡⻢马市30号五环体育
B1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骡⻢马五环Novo

⻄西安 陕⻄西省⻄西安钟楼开元碑林区东⼤大街解放市场6号5楼V
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安开元商厦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18号钟楼五环运动商场1
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钟楼五环商厦Vans专柜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西部五环运动商场
2楼V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安⻄西部五环运动商场VANS专柜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骡⻢马市1号民⽣生百货5楼VANS专
柜 陕⻄西新浪⻄西安骡⻢马民⽣生百货Vans专柜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126号赛⾼高崇尚国际购物
中⼼心三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安北郊⾼高新赛⾼高崇尚国际购物中
⼼心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8号五环体育商城NOV
O店B1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安⾼高新区唐延路五环店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168号汉神购
物⼲⼴广场3层 陕⻄西新浪⻄西安汉神购物⼲⼴广场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马市步⾏行街⻄西安钟楼60
133号1层 陕⻄西新浪⻄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马专卖店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号⺩王府井百货2店4层
Vans专柜 陕⻄西新浪⻄西宁⺩王府井2店VANS专柜

锡林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额尔顿路维多利商厦4层va
ns店

北京宝景康泰锡林浩特维多利商厦4层vans
店

咸阳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中路3号东银⼤大厦世纪⾦金花B
1层VANS专柜 陕⻄西新浪咸阳⾦金花Vans专柜

湘潭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102号华隆步步⾼高购物⼲⼴广
场4楼V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湖南湘潭市华隆步步⾼高购物⼲⼴广场

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139号胖东来百货三楼VANS专
柜 郑州国宁新乡胖东来⼲⼴广场Vans专柜

信阳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中段⻄西亚和美⼲⼴广场5
楼 郑州国宁信阳⻄西亚和美⼲⼴广场5楼Vans专柜

邢台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华北路235号邢台⼤大洋百货天
⼀一⼲⼴广场店五楼VANS专厅

北京壹美邢台⼤大洋百货天⼀一城店五楼Vans
专柜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号⾦金地商都3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徐州⾦金地商都Vans专柜

许昌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胖东来时
代⼲⼴广场三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许昌胖东来时代⼲⼴广场Vans专柜



盐城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建军中路169号⾦金鹰购物中⼼心3楼
Vans专柜

上海滔搏-
华东盐城亭湖⾦金鹰国际购物中⼼心Vans专柜

宜兴 江苏省宜兴市太隔路17号新苏南商厦5楼Vans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宜兴新苏南商厦VANS专柜

宜兴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中路216号新东⽅方百货5楼Vans专
柜 上海滔搏-华东江苏宜兴东⽅方百货Vans专柜

银川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建发东⽅方红⼲⼴广场三楼 陕⻄西新浪银川市兴庆区东⽅方红⼲⼴广场Vans专
柜

永康 浙江省永康市解放街46号太平洋南⻰龙百货3楼 杭州晋泰永康太平洋商场Vans专柜
余姚 浙江省余姚市建新路55号华联商厦四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余姚华联商厦
余姚 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四明⻄西路855号 杭州晋泰余姚万达VANS专柜

⽟玉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廣⻄西⽟玉林市⼈人民中路730号东⻔门商业
⼲⼴广场南城百货5楼Vans专柜 ⼲⼴广州翔捷⼲⼴广⻄西⽟玉林南城百货vans专柜

岳阳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德胜路百盛购物中⼼心3楼VAN
S专柜 湖北杰之⾏行岳阳百盛VANS专柜

张家港 江苏省张家港市步⾏行街2号国际购物中⼼心5楼Vans专
柜

上海滔搏-
华东张家港国际购物中⼼心VANS专柜

张家港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小河坝路109号fantasy 
streetwear 张家港范特⻄西

漳州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建元东路2号万达⼲⼴广场2楼Vans
专卖店 漳州创意美漳州万达⼲⼴广场Vans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1255号卓展购物中⼼心5楼 
B座vans专柜 ⻓长春盛装⻓长春卓展商厦vans专柜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1128号欧亚商都5楼VA
NS专柜 ⻓长春盛装⻓长春欧亚商都五层VANS专柜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亚泰富苑购物中⼼心5
楼VANS专柜 ⻓长春盛装⻓长春亚泰富苑商场VANS专柜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616号万达⼲⼴广场2楼 
VANS专柜 ⻓长春盛装⻓长春市万达⼲⼴广场VANS店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5178号欧亚卖场1楼VAN
S专柜 ⻓长春盛装⻓长春欧亚卖场商场Vans专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黄兴中路27号⺩王府井百货7楼VA
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湖南⻓长沙⺩王府井百货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车站中路345号阿波罗商业⼲⼴广场3
楼V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阿波罗商业⼲⼴广场

⻓长沙 湖南省天⼼心区⻓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北段2楼VANS
专柜

湖北杰之⾏行⻓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北段⼆二楼VAN
S专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通城星沙开发区开元路1号VANS 湖北杰之⾏行湖南⻓长沙通城星沙VANS专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黄兴中路88号平和堂商场3楼VA
NS专柜 湖北杰之⾏行五⼀一平和堂百货Vans专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488号东塘平和堂4楼V
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长沙东塘平和堂百货Vans专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奥克斯⼲⼴广场平和堂四楼VANS专
柜

湖北杰之⾏行⻓长沙奥克斯⼲⼴广场平和堂Vans专
柜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89号上城⾦金都南栋-120 
WOLLUP 潘喜体育⽤用品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中路2号友谊商场5楼VANS
专柜 湖北杰之⾏行⻓长沙东塘友谊商场5FVans

肇庆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四路10号星湖国际⼲⼴广场⼀一楼A1075
号 肇庆灵智肇庆星湖国际Vans专卖店

镇江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中⼭山东路228号5⼋八佰伴5楼Vans
专柜 上海滔搏-华东镇江⼋八佰伴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任砦北街5号附1号 郑州法拉艾河南郑州专卖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人民路2号丹尼斯百货2馆2楼 
VANS专柜 郑州国宁河南郑州丹尼斯百货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1号（花园路与农业路交
叉路⼝口）丹尼斯百货11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花园路丹尼斯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健康路116号超继运动100⼲⼴广场1
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健康路超继运动⼲⼴广场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8号（花园路与农业路交
叉路⼝口）⼤大商新玛特4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大商国贸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花园路与农业路交
叉路⼝口）国贸360⼲⼴广场1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国贸360⼲⼴广场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与桐柏路交叉⼝口⺩王府井百
货3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王府井百货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与天明路交叉路⼝口向⻄西10
00⽶米天旺购物⼲⼴广场滔博运动城1楼 VANS专柜

郑州国宁东⻛风路天旺购物⼲⼴广场滔博运动城1
楼 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与商务⻄西六街交叉
⼝口丹尼斯⼆二天地2楼va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东区丹尼斯⼆二天地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71号万达⼲⼴广场2楼VA
NS专柜 郑州国宁中原万达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二七路与太康路交叉⼝口⼤大卫城丹
尼斯百货6楼 郑州国宁⼤大卫城丹尼斯Vans专柜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太康路与⼆二七路交叉⼝口⼤大上海城1楼Va
ns专柜 郑州国宁郑州⼤大上海城Vans专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利和⼲⼴广场305C 中⼭山威富⼲⼴广东中⼭山利和⼲⼴广场专卖店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市⼩小榄⼤大信新都汇 中⼭山威富中⼭山⼩小榄⼤大信新都会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广场5楼 成都唯尚重庆⼤大都会店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龙湖⻄西城天街⼆二楼04号 成都唯尚重庆市⻰龙湖⻄西城天街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新馆3F-03 成都唯尚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新馆3F-03

重庆 重庆市⼤大渡⼝口区步⾏行街新天泽⼲⼴广场LG层0003vans专
柜

成都唯尚重庆市⼤大渡⼝口区步⾏行街新天泽⼲⼴广场
LG0003vans专柜

重庆 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协信星光购物中⼼心LG3层25号 成都唯尚协信星光购物中⼼心LG3层25号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红兴路新新PARK vans专柜 
UG层A24 成都唯尚重庆东原新新Park VANS专柜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英利国际购物⼲⼴广场1楼Vans专柜 成都唯尚重庆解放碑英利VANS专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免税商场⼀一楼 ⼲⼴广州诚沃珠海市珠海免税Vans专柜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华发商都3楼vans专柜 ⼲⼴广州诚沃珠海华发商都vans店
珠海 ⼲⼴广东省珠海九洲⼤大道⻄西2033号珠海富华⾥里VANS店 ⼲⼴广州诚沃珠海富华⾥里Vans店

株洲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华⻄西路999号株洲⺩王府井百货5
楼V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湖南省株洲市⺩王府井百货VANS
店

株洲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2号株洲百货⼤大楼5楼V
ANS专柜 湖北杰之⾏行株洲百货⼤大楼Vans专柜

诸暨 浙江省诸暨市⾉艮塔路28号五楼VANS专柜 杭州晋泰雄⻛风百货⼲⼴广场
驻⻢马店 河南省驻⻢马店市乐⼭山路386号⼤大商新玛特五楼 郑州国宁驻⻢马店⼤大商新玛特Vans专柜
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曼哈顿⼲⼴广场国贸2店 成都唯尚贵州遵义国贸2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