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山区 蚌埠隆洋豪生店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延安路南山豪生大酒店正门
北侧20米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百大滨湖店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新区徽州大道5566号世纪金源
A座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百大南七商业大厦店 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116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苏宁海顿店 合肥市绿地瀛海C座一楼苏宁易购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百大心悦城店 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与紫云路交口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贝恩滨湖店 合肥市滨湖中山路与天山路日立中央空调专卖店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暖脚丫经开店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与宿松路交口向南200米
汇美广场（云之谷财创中心）SY1-商107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市彦洋暖通望湖城专卖店
安徽省合肥市南二环与宿松路交口望湖美家居B
馆二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宇信马鞍山路专卖店
九安徽省合肥市华山路与马鞍山路交口向西100
米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奥诺滨湖店 合肥市滨湖新区庐州大道与中山路交口西100米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八二一滨湖店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5158号滨湖世纪城临滨苑
C幢2001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欧姆滨湖店
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b滨湖假日枫丹园商铺C6-
110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滨湖区百高店 合肥市滨湖区衡山路万达文旅城17栋101室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和广西路交口居
然之家四楼德国威能专卖店

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和广西路交口居然之家四
楼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包河区德宜
合肥市包河区望江路与宁国路交口西80米德国威
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巢湖市 巢湖市诚必达暖通东塘路专卖店 安徽省巢湖市东塘路93-6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巢湖市 安徽兴东机电巢湖店
安徽省巢湖市金湖大道与渡江路交叉口玫瑰园门
面房S9-109

壁挂炉

安徽省 宿州市 砀山县 砀山壹立方店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砀城镇东关桃源居小区西门
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安徽省 滁州市 定远县 定远欣绿美凯龙店
定远县定城镇永康大道南侧红星美凯龙商场
B8053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东县 合肥菲诺肥东店 合肥市包公大道瑶海科技园B6.417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东县 合肥顾沛肥东店 合肥市长江路瑞士花园南门   三菱重工海尔门头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东县 合肥意元达肥东店
合肥市肥东县长江东路徽商建材城北门第一排2
栋107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肥东县 合肥佳耀暖通龙泉西路店专卖 肥东县店埠镇龙泉西路14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东县
合肥信佳冷暖肥东县威能专卖店合肥肥
东县D徽商建材城B级

合肥市肥东县徽商建材城2栋130 徽商北大门北
100米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肥西百大店 合肥市肥西县派河路与巢湖路交口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合肥朋盛肥西店 合肥朋胜装饰有限公司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合肥金琪经开区店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翠微苑1期北门1栋108商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肥西同辉用世生活店 肥西用世生活城建材馆二楼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国佳冷暖旭辉店 肥西县翡翠路与派河大道交口西侧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 肥西领赛暖通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珍珠路凉亭雅苑二期
302号商铺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高新区 合肥信泰高新区专卖店 合肥市高新区维多利亚小区71、72、73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高新区 兴东中新网安大厦店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望江路中新网安
大厦201室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宣城市 广德县 广德悦冬店 广德市金恒建材市场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池州市 贵池区 池州尚美尚家冷暖百牙西路专卖店 百牙西路105-107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马鞍山市 花山区 马鞍山和宜暖通 马鞍山市花山区花山路剑桥公馆21栋111号 壁挂炉

安徽省 蚌埠市 淮上区 蚌埠市百货大楼店 蚌埠市淮河路96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蚌埠市 淮上区 蚌埠苏宁易购 蚌埠市淮河路971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六安市 霍邱县 霍邱店 六安市霍邱县卧阳路锦绣城6栋102—103号门面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阜阳市 界首市 界首万和和佳店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人民东路105号 壁挂炉

安徽省 芜湖市 鸠江区 芜湖宜美居然店 芜湖市鸠江区居然之家4楼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芜湖市 鸠江区 芜湖菱辉冷暖 芜湖市鸠江区居然之家C馆1楼西北门独立店 壁挂炉

安徽省 亳州市 利辛县 利辛乐宁店 利辛县泰鑫路丽景名都东门22栋117 壁挂炉



安徽省 阜阳市 临泉县 阜阳美金临泉店
临泉县城关街道辉隆市场26栋141（威能专卖
店）

壁挂炉

安徽省 宿州市 灵璧县 宿州东灵灵璧店 宿州市灵璧县万汇城3号2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 六安华信冷暖锦城大厦专卖店 佛子岭西路锦城大厦1401室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庐江县 浩通庐江店 庐江县黄山南路西侧1栋103-104号门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庐江县 庐江浩通店 庐江县黄山南路西侧1栋103-104号门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合肥百货大楼店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徽州大道与长江路交口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苏宁宿州路店 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76号宏图大厦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百大鼓楼金座店 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140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百大鼓楼银座店 合肥市庐阳区徽州大道620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苏宁三里庵店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西路三里庵鑫鹏大厦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苏宁蒙城北路店 合肥市庐阳区蒙城北路99号三义广场1-3层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合肥市百货大楼店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150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国生商之都店 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合肥求满清溪路店 合肥市蜀山区弘阳广场A座1410—1412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麦尚万科中心店
庐阳区四里河万科中心写字楼10楼1011至1014室
、蜀山区青阳路美家居陶瓷卫浴二楼E80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中冠上城国际店 合肥市庐阳区上城国际新界14#106商铺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安徽金蚂蚁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万科中心35楼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庐阳区 庐阳区亨嘉店
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与潜山北路交口万科中心
818室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亳州市 蒙城县 蒙城大威店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红星美凯龙4楼德国威能 大
金空调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滁州市 明光市 明光新嘉星光商贸城店 明光市星光商贸城9栋15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宣城市 宁国市 宁国市格林翠竹家园专卖店
安徽省宁国市宁城北路翠竹家园35幢1012-1014
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亳州市 谯城区 亳州市伯恒冷暖伯恒专卖店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路217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滁州市 全椒县 全椒创盈瑞祥店滁州儒林路B级 瑞祥商业街118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六安市 舒城县 国佳冷暖飞霞店 舒城县梅河路一中大桥对面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国佳冷暖学府专卖店 黄山路和潜山路交叉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国佳冷暖华然专卖店 华然1号馆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国佳冷暖置地总部专卖店 怀宁路18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华府骏苑店 望江西路198号信旺·华府骏苑13幢-14幢13-273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百大高薪鼓楼店 合肥市高薪区长江西路689号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苏宁翡翠路店 合肥市翡翠路港澳广场一栋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天合翡翠明珠店 合肥市经开区松谷路396号凤凰国际A座底商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义诚乐客来店
合肥市长江西路与蜀峰路交口乐客来国际商业中
心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佳跃高新店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振兴路华邦蜀山里19#107门
面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华义高新店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石莲北路90号阳光御湖苑2
幢住宅楼及地下室商120,120上（在找新店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皖豪政务店
合肥市阜阳北路与魏武路交口,壹品茂环球家居港
负一楼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威尔威一环路店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与南一环交口东环
广场B座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瑞尚凤凰城店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一楼41
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天合智能明珠店 合肥市松谷路396号凤凰国际商铺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海陆空潜山路六空店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第六空间2楼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天欣冷暖五环国际城专卖店
合肥市金寨路与习友路交口琥珀五环国际B座
1001-1002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新雁机电安粮国贸专卖店
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路与金寨路交口安粮国贸中
心1507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昊辰长江路店 长江西路407号1栋商住楼102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国佳智能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怀宁路288号置地广场D座
1601

壁挂炉,新风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国佳智能高新店 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16号新世纪大厦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博乐环保青龙潭路店 合肥市蜀山区青龙潭路109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大美环境高新店
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8号兴园小区公建B栋102-
202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蜀山震科店 合肥长江西路拓基城市广场金座B809810室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置地广场中浩 怀宁路288号置地广场D座16楼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信安冷暖芙蓉路B级 合肥市经开区芙蓉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怡景青阳路美家居店 青阳路美家居电器城二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合肥佳耀潜山路第六空间店
潜山路与望江路交口第六空间建材馆二楼德国威
能专卖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安徽中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合肥怀宁路
288其他A级

置地广场E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亨信暖通合肥潜山北路B级 潜山路与淠河路家口凤凰城负一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蜀山区大美店
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8号兴园小区公建B栋102-
202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蜀山区国升店 蜀山区科学大道78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蜀山区震科店 合肥市长江西路拓基城市广场金座B809810室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蜀山区 第六空间皖菱机电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第六空间B215 壁挂炉

安徽省 滁州市 天长市 天长市吾家冷暖永福家园专卖店 天长市通和易居天韵南门德国威能 壁挂炉

安徽省 滁州市 天长市 苏州宏佳天长店 天长市平安南路天康苑小区1栋116 壁挂炉

安徽省 淮南市 田家庵区 淮南优家美凯龙店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居然之家 壁挂炉

安徽省 淮南市 田家庵区 淮南蔚来山南店
安徽省淮南市山南广弘城南门34栋101商铺威能
采暖大金空调

壁挂炉

安徽省 安庆市 桐城市 桐城市诺邦舒适家专卖 桐城市同安路北一路交叉口（北岛）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 铜陵万方冷暖大市场合厅店 铜陵大市场天山大道南段124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黄山市 屯溪区 黄山市屯溪区大威暖通设备商贸行 黄山市屯溪区金太阳市场A座德国威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黄山市 屯溪区 黄山乾和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黄山市高新区天悦广场1号楼804 壁挂炉

安徽省 亳州市 涡阳县 涡阳葛辉 店 涡阳县尚居都建材市场31栋101-105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芜湖市 无为县 无为星艺冷暖环城路合厅店 安徽省无为县环城北路无中后门西侧门面房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县 芜湖现代冷暖红星美凯龙旗舰店 芜湖市鸠江区红星美凯龙建材馆一楼西厅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淮北市 相山区 安徽盛世朝晖淮北店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南路西侧盛世商贸城C区222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宣城市 宣州区 宣城康舒 宣城市宣州区宛陵路山城名居1栋4号门面房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蚌埠市 瑶海区 蚌埠德能沁雅花园专卖店 蚌埠市涂山东路2264号（沁雅花园北门） 壁挂炉,新风,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安徽省 蚌埠市 瑶海区
蚌埠晨宇冷暖蚌埠沁雅锦绣城延安路商
A16号B级

安徽省蚌埠市沁雅锦绣城S1-S2栋延安路商A16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滁州市 瑶海区 滁州市威科供暖南谯路专卖店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南谯中路2329号 壁挂炉

安徽省 阜阳市 瑶海区 阜阳市亚平宁齐家合厅店 安徽省阜阳市阜王路666号齐家家居1楼 壁挂炉

安徽省 阜阳市 瑶海区 太和和佳阜阳祥和路B级 太和县祥和路106、206、107、207铺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四里河美凯龙专卖店
合肥四里河商场3楼C8012（四里河与潜山路交
口）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政务区美凯龙专卖店 合肥市政务区金寨路与南二环交口向西300米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石台路店专卖面 石台路318号新华学府3栋商业A-3-3室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宝业桐城绿苑专卖店 包河区桐城南路与水阳江路交口西北角B-105铺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庐江路专卖店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20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滨湖美凯专卖龙
红星美凯龙合肥滨湖商场3楼C8105（庐州大道与
锦绣大道交口）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荣威智能中星城店 中星城二号楼410-41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宇信暖通南二环路专卖店 南二环与马鞍山路路口西北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苏宁宝业东城广场店 合肥市瑶海区宝业城市广场2号门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南极大唐国际专卖店
合肥市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口东侧大唐国际13栋27
层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智享家华然专卖店
蜀山区黄山路与潜山路交口新华优阁A座华然装
饰建材馆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瑞尚冷暖国际花都专卖店
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路政务区红星美凯龙对面国
际花都郁金苑3-11门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精通暖通南二环路专卖店 合肥市南二环与翡翠路交口东北角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成吉楼宇经开区专卖店 合肥市经开区名筑花园127栋104-107商铺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缘毅凤台路专卖店 合肥市庐阳区上城国际新界商14#106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四里河美凯龙专卖店（二
级）

合肥四里河商场3楼C8012（四里河与潜山路交
口）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政务区美凯龙专卖店（二
级）

合肥市政务区金寨路与南二环交口向西300米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石台路店专卖面（二级） 石台路318号新华学府3栋商业A-3-3室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宝业桐城绿苑专卖店（二
级）

包河区桐城南路与水阳江路交口西北角B-105铺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庐江路专卖店（二级）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20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天合智能滨湖美凯专卖龙（二级）
红星美凯龙合肥滨湖商场3楼C8105（庐州大道与
锦绣大道交口）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百泽暖通颐和花园专卖店 合肥市政务区颐园世家北门9-107商铺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瑞信信地美凯龙店
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铜陵北路交叉口信地红星
美凯龙负一层F8024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英杰裕溪路店
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与和县路交口柏庄金座1
号写字楼28层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合肥上信长江东路店合肥长江东路居然
之家B级

合肥瑶海区长江东路628号居然之家一楼德国威
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淮北市 瑶海区
淮北市周家云盛世伟业冷暖盛世商贸城
店

淮北市盛世商贸城A1a栋108-111号 壁挂炉

安徽省 淮南市 瑶海区 惠利花园店 安徽淮南舜耕西路惠利沿街商铺3-1-2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宿州市 瑶海区 宿州永彦商贸光彩城专卖店 磬云路578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芜湖市 弋江区
芜湖宜美冷暖工程有限公司芜湖鸠江区
居然之家A级

芜湖鸠江区居然之家建材馆四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安徽省 芜湖市 弋江区 芜湖丰明智能店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红星美凯龙天门山东路建材
馆一楼A8059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安庆市 迎江区 安庆尚美尚家冷暖皖江专卖店 安庆皖江大道8号香水百合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安庆市 迎江区 安庆尚美尚家安庆皖江大道A级 皖江大道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安徽省 阜阳市 颍州区 安徽新雁阜阳店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西路敬贤山庄北门门口
大金空调店

壁挂炉

安徽省 阜阳市 颍州区 阜阳宜佳店
阜阳市颍州区港利金茂广场八栋116117商铺,阜阳
市颍州区红星美凯龙三楼南厅威能展厅

壁挂炉

安徽省 宿州市 埇桥区 宿州苏宁易购 宿州市埇桥区淮海中路万达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



安徽省 宿州市 埇桥区 宿州聚恒店
宿州市光彩城东门斜对面南侧大金中央空调专业
店

壁挂炉

安徽省 马鞍山市 雨山区 马鞍山鑫能暖通科技红星店专卖店 湖南路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安徽省 六安市 裕安区 六安世佳 六安市裕安区紫竹林路与磨子潭路交叉口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六安市 裕安区 六安世佳店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紫竹林路与磨子潭路交叉口
南门塔小区1-11号商铺

壁挂炉,系统组件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乐森加侨悦山店 合肥市蜀山区加侨悦山S16栋134号 壁挂炉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信佳冷暖亿诺商务中心店 合肥蜀山区亿诺商务中心A座10层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天通苑苏宁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庄东一路天通苑三区
2号楼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天通苑苏宁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庄东一路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回龙观大中 西大街11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昌平怡园门店 北京市昌平区水库路怡园南门底商 壁挂炉,水处理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中裕佳业龙腾四旗舰店 回龙观龙腾街龙腾苑四区1号楼底商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中裕佳业龙锦二街店 回龙观龙锦苑东二区1号楼底商 壁挂炉,水处理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朱辛庄新区社区店B级 朱辛庄东路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旗胜家园社区店 建材城北路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王府社区服务店 王府街10号院 壁挂炉,水处理,热泵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七家建材城店 立汤路北七家建材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华暖亿家小汤山店
昌平区小汤山镇双兴苑东区甲一号16门德国威能
底商小汤山店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慈云寺苏宁 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11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团结湖大中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19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西坝河国美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镇北三环东路甲7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管庄国美 北京市朝阳区中百世贸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慈云寺苏宁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167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德尤嘉东四红星店 北京东四环红星美凯龙一层 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十里河国美 十八里店大羊坊路106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德尤嘉阳光美园社区店 常营中路富力阳光美园3号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德尤嘉十里河苏记装饰店 大羊坊路85号新华国际广场1层苏记装饰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世纪威朗梵客装饰店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大羊坊路89号梵客家装2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中裕佳业东五环红星美凯龙店 朝阳路高井村甲8号红星美凯龙A8057-2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中裕佳业北五环红星美凯龙店 来广营西路59号建材馆二层C823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电子城科技园 酒仙桥东路9号院2号楼5层501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首开国风北京店 北京市朝阳区阜安东路与宏泰东街交叉路口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金海国际社区店 南磨房广渠路21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嘉铭桐城 朝阳区北苑路86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来广营曲美京东店 来广营西路93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苑路集美家居 北苑路集美家居地下一层B1043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城外诚威能专卖店
北京市南四环肖村桥城外诚家居广场家居建材厅
F4层NQ12

壁挂炉,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中裕佳业顺白路专卖店 北京市朝阳区顺白路31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建东苑社区店 北京市朝阳区周家井建东苑小区2-4-101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中裕佳业北四环红星美凯龙店 北沙滩桥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十里河居然之家店 大羊坊路106号居然之家4号馆 壁挂炉,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十里河闽龙广场 十里河闽龙广场一层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西红门苏宁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15号北京荟聚购物中心3层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天街苏宁 北京市大兴区永兴路7号院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西红门苏宁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15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枣园苏宁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枣园路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金茂悦南区店 金茂悦南区5号楼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居然之家店 居然之家5层 壁挂炉,新风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马甸国美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27号国美电器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广渠路大中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1号家乐福F1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世纪威朗苏宁枣园店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枣园路8号居然之家F1层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世纪威朗国美十里河店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大羊坊路106号居然之家
B1层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龙湖香醍溪岸社区店顺义区金牛街B级 龙湖香醍溪岸物业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山江超乾朝阳区宏昌路社区专卖店 望京西园三区326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北京德尤嘉加州水郡社区店 长阳镇加州水郡西区广场德国威能点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万兴广场威能旗舰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7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刘家窑苏宁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小铁匠营10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永旺大中 北京市丰台区丰葆路8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刘家窑大中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6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南集美大中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中路大红门西马厂甲14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洋桥大中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海户西里1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南三环国美 北京市丰台区木樨园桥东甲9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刘家窑苏宁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小铁营路10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德尤嘉丽泽居然店 西三环南路甲27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汇英恒信大红门店
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远洋自然小区9号楼三
菱重工空调

新风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大红门集美家居广场
北京市丰台区永外大红门西马场甲14号集美家居
市场83146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花乡国际建材城店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国际建材城B座269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中体奥园店 长辛店镇长兴路12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玉泉营居然之家专卖店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58号玉泉营居然之家4
层010号

壁挂炉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中裕佳业西四环红星美凯龙店 西四环中路113号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店一层B8071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万兴家居店
北京丰台区南三环西路78号万兴大厦A座1-03德
国威能

热泵,空调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四季青苏宁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7号金四季购物中心2
层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联想苏宁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1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塔大中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1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四季青苏宁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7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联想苏宁 北京市欣宁街15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塔大中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1号大中电器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金源燕莎居然之家店 远大路1号金源燕莎居然之家 壁挂炉,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蓝景丽家店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23号蓝景丽家建材城2层K区1-
3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怀柔区 怀柔瑞特沃斯建材城店 迎宾中路1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怀柔区 怀柔万星市场店 迎宾南路18号2层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裕宁路国门1号店 北京市顺义区裕宁路与顺平路交叉口 壁挂炉,水处理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中裕佳业顺白路专卖店 北京市顺义区顺白路31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火寺路张喜庄店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T3空间东门一层德国威能
底商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居然店 北京市顺义区顺西北路乙22号居然之家地下一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梨园苏宁 北京市通州区云景东路8号园景阁东区1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广外苏宁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牛街大中 北京市西城区广内大街202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马甸大中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25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马鹏国美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6号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马甸大中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25号英斯泰克大厦 壁挂炉,热水器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牛街大中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202号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红星美凯龙金山店（专卖店）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红星美凯龙金山店一层
A8020-2

壁挂炉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红星美凯龙至尊店（专卖店）
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林浦路与潘墩路交界处红星
美凯龙5楼8066

壁挂炉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仓山红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专卖店 红星美凯龙二楼威能热水器,合厅 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市仓山区红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专
卖店

金山明珠8东107 热水器

福建省 莆田市 城厢区 德国威能莆田喜盈门专卖店A级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园东路199号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漳州市 东山县 东芝中央空调漳州东环路22号合厅 东环路22号 热水器

福建省 泉州市 丰泽区 泉州红星美凯龙威能合厅 红星美凯龙威能店 热水器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安市 三菱重工中专卖店宁德三木街B级 宁德市福安市三木街296号店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福清市 福清喜盈门威能专卖店 喜盈门威能展厅 壁挂炉,系统组件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长乐喜盈门店福州鹤上镇喜盈门卖
场店店

长乐区鹤上镇喜盈门建材家居广场 壁挂炉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建瓯格力空调合厅 建瓯市中山西路64号 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德国威能（至尊mall五楼） 仓山区林浦路会展红星美凯龙至尊mall五楼 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建信谊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市西三环淮安大桥北端喜盈门建材家具广场
（三环店）B2-2028

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清融诚360舒适家
福州福清市广益建材家居市场10号楼110A店面
360舒适家

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清红星美凯龙店 福清红星美凯龙一层 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鼓楼区 漳州盛杰龙岩店 龙岩市新罗区晟源嘉年华建材城二层12-2号店面 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鼓楼区 龙岩盛杰居然之家店
龙岩市新罗区龙腾南路居然之家家居广场负一楼
B1区73号

水处理,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鼓楼区 龙岩盛杰红星店 龙岩市交易城红星美凯龙一楼东门A8053 热水器

福建省 南平市 鼓楼区 南平鑫顺制冷有限公司 南平市海峡建材家居广场 热水器



福建省 厦门市 集美区 厦门喜盈门威能合厅 喜盈门威能合厅 热水器

福建省 宁德市 蕉城区 威能专卖店宁德君裕东湖A级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君裕东湖2栋108-109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晋安区 福建融诚福州连江北路喜盈门专卖店 福州晋安区连江北路喜盈门家居建材广场1楼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福州市 晋安区 福州市喜盈门威能专卖店 连江北路喜盈门一楼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文区 漳州瀚苑怡园店（合厅） 漳州市龙文区瀚苑怡园小区 壁挂炉

福建省 泉州市 洛江区
福州千禾贸易有限公司泉州洛江区东浦
路喜盈门B级

喜盈门 热水器

福建省 三明市 三元区 德国威能三明三元区A级 三明红星美凯龙1楼大金空调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三明市 沙县 三明恒鑫机电三明金沙西路专卖店 金沙西路开辉首府06店面 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上杭县
上杭县精博家电有限公司龙岩江滨路卖
场合厅

上杭县江滨路1号金叶酒店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南平市 邵武市 南平邵武店（合厅） 南平市邵武市美家居负一层AE02铺 壁挂炉

福建省 龙岩市 武平县 东芝中央空调店龙岩东环路合厅 武平县东环路50-1号 热水器

福建省 宁德市 霞浦县 大金空调专卖店宁德霞浦B级  霞浦县红星美凯龙2楼大金空调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漳州市芗城区红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合
厅

红星美凯龙1楼威能合厅 热水器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漳州红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合厅 红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合厅 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龙岩北极熊舒适家龙岩新罗区居然之家A
级

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漳平市 三菱重工海尔漳平市景弘路中央空调B级 景弘路凯源锦绣名城F区 热水器

福建省 龙岩市 长汀县
长汀县暖通电器商行龙岩长汀县腾飞二
路卖场合厅

长汀县腾飞二路1-30号 壁挂炉,热水器

福建省 漳州市 诏安县 大金空调漳州梅中路大金空调合厅 诏安县梅中路207号 热水器

福建省 南平市 南平华盛暖通南平人民西路格力合厅 南平建阳市人民西路西城国际家具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

甘肃省 陇南市 成县 成县华昌建材城店 城关镇华昌电商园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白银市 城关区 景泰威能专卖店 景泰县一条山镇长城路二中旁边 壁挂炉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三森美居店 城关区雁西路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兰州润川红星美凯龙店 雁东路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迪森兴隆滨河苑店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
兴隆滨河苑东7号楼1层B级

雁北路兴隆滨河苑东7号楼1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兰州迪森暖通兰州东岗店 东岗东路时代伟业楼下 壁挂炉

甘肃省 陇南市 城关区 宕昌专卖店 宕昌县旧城坝东苑宾馆 壁挂炉

甘肃省 陇南市 城关区 成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陇南成县西关小学向西50米 壁挂炉

甘肃省 酒泉市 敦煌市 甘肃省酒泉市敦煌格瑞万盛店 万盛家居建材广场B6区6019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天水市 甘谷县 威能甘肃智新亨泰甘谷店 大像山镇浙江商贸城物流园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
治州

广河县
甘肃盛世新商贸有限公司广河威能专卖
店

努萨花园商铺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甘肃省 陇南市 礼县 天水茂盛陇南礼县威能B级专卖店B级
秦汉大道与厚德路交叉路口往西约100米(礼县东
城区保障性住宅小区)

壁挂炉,热水器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
治州

临夏市 临夏市麟云商贸有限公司威能专卖店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光华东路天元新城
梅郡小区2号楼底29-32号

壁挂炉

甘肃省 天水市 麦积区 桥南建材城店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桥南建材城15号馆 热泵,空调

甘肃省 天水市 麦积区 天水茂盛暖通桥南建材市场专卖店 桥南建材市场15号馆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甘肃省 天水市 麦积区 天水茂盛桥南市场V店天水麦积区V级 麦积区桥南家居建材市场15号馆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甘肃省 陇南市 武都区
武都永盛建材电器商行陇南武都区阶州
广场居然之家B级

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火车站广场一楼陇南阶州广
场居然之家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
治州

永靖县 永靖德顺威能专卖店太极南路店
古城新区太极南路商业街（鹭岛青少年活动中心
往东200米）德国威能

壁挂炉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白云大道南店
广州市白云大道南703至717号蓝天商贸城A12-
A17

壁挂炉

广东省 东莞市 莞城区 东莞市罗沙装饰城店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罗沙装饰城光辉大厦105地
铺

热泵,空调

广东省 汕尾市 海丰县 健众汕尾海丰店 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二环路龙山地段72-73号 水处理,热水器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健众惠州御水豪庭店 惠州市惠城区御水豪庭5栋108号 热水器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罗湖八卦岭店 深圳市罗湖区八卦岭428栋首层西侧一楼水生活 壁挂炉,热水器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健众深圳罗湖百利玛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4002号百利玛一期二楼
2002铺

壁挂炉,热水器

广东省 梅州市 梅江区 健众梅州正兴路店 梅州市正兴路18-1、2号（香榭丽首层） 热水器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你的空间
深圳南山区沙河西路1819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7
栋13-16、21-38号

壁挂炉

广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春色满园维港半岛店 清远市新城区维港半岛21栋10卡商铺商铺 壁挂炉,热水器

广东省 东莞市 市辖镇 东莞百利玛建材店 东莞市东城区百利玛建材二楼2006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广东省 东莞市 市辖镇 东莞立天机电B级 东莞市石排镇太和中路10号 新风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容桂高质机电店 佛山市容桂华东路26号兴华楼4楼401 壁挂炉,新风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琅威机电美的海岸B级
佛山市北滘镇三乐东路6号美的海岸广场303商铺
之一

新风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马会家居A级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马会家居西区二楼2718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世邦家居3号馆店 珠海市香洲区世邦国际装饰广场3号厅1A0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健众珠海世邦家居5号馆店 珠海市香洲区翠微东路世邦家居5号馆一楼 热水器

广东省 江门市 新会区 健众江门美吉特建材店 江门市新会区美吉特家居建材馆3楼 热水器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健众河源雅居乐御宾府B级 雅居乐御宾府c1003-c1005号商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健众河源凯旋城店 河源市源城区凯旋城西门Z06号 热水器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健众云浮星岩二路店 云浮市云城区星岩二路106号 热水器

广西区 玉林市 玉州区 健众玉林大金空调合厅
玉林市玉州区玉城街道金港路15号大金中央空调
(滨江公馆商铺)

热水器

广西省 桂林市 秀峰区 德国威能桂林青禾美邦店
广西省桂林市秀峰区青禾美邦一楼德国威能专卖
店

热泵,空调

广西省 桂林市 秀峰区 桂林青禾美邦店 广西省桂林市青禾美邦装饰城B123威能专卖店 热泵,空调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市白云区西南家居博览城威能专卖
店

白云区西南家居博览城陶瓷馆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贵州能威都匀星艺佳威能专卖店黔南173
转盘星艺佳B级

星艺佳 壁挂炉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都匀市红星美凯龙德国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都匀市灵智场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一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红星美凯龙（匀杨大道店） 小康路红星美凯龙（匀杨大道店） 热泵,空调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福泉市威能专卖店 福泉市麒龙美家居7号楼一楼7-1-2.3号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红星利尔红星美凯龙云岩商场威能
专卖店

贵阳市北京西路红星利尔红星美凯龙负一层
G8034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红星利尔红星美凯龙云岩商场四达
舒适家展厅

贵阳市北京西路红星利尔红星美凯龙一层A8044
号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州弘毅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贵阳市观山湖区新世界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贻佳晨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101大厦B座1915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芒果舒适家居贵阳德福中心展示店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德福中心A2栋3楼 壁挂炉,新风,热泵,空调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德国威能专卖店 金融城A9负四层27-29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州省贵阳市世联嘉业体验店 黔灵山路德福中心A7栋4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贵州省 六盘水市 红果县 盘州市红星美凯龙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盘州市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遵义市 红花岗区 红星美凯龙遵义湘江店 遵义湘江大道100号 壁挂炉

贵州省 遵义市 红花岗区 遵义忠庄居然之家威能店 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居然之家负一楼47号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州省三冬暖通设计有限公司 明珠路亨特云涧溪山3号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明珠路店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路亨特碧桂园云间溪山 热泵,空调

贵州省 遵义市 汇川区 遵义市新蒲社区林达阳光城专卖店 贵州遵义市新蒲社区林达阳光城D栋1楼1016号 壁挂炉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 惠水县家阳暖通电器经营部 涟江街道涟江北路朝顺公园道壹号二期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开阳县富美建材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兖矿新城（富美家居）威能
暖通店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开阳县德国威能博雅欣园专卖店 开州大道博雅欣园一期3号楼一层 壁挂炉,新风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 凯里市开发区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贵州省凯里市开发区红星美凯龙负一楼 壁挂炉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 红星美凯龙(凯里凯开大道商场) 凯开大道619号红星美凯龙 热泵,空调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成都蓝海六盘水平寨镇顶大水管合厅 平寨镇建设南路中段顶大水管 热水器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六枝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建设西路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六枝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六盘水六枝特区建设南路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成都蓝海黔南龙山镇亿田橱柜合厅 龙里亿田集成灶 热水器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龙里县西南药都建材城威能专卖店 龙里县西南药都建材城14-111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威能热泵龙里县专卖店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药都建材市
场14栋111-112号

热泵,空调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红星美凯龙油榨街门店
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路10号红星美凯龙负一楼G-
8055-8056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弘毅西南商贸城威能专卖店贵阳西
南商贸城B级

观山湖店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中暖暖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花果园Q区8栋L1层宜家宜居建材商场L1-B11号德
国威能店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油榨街1号红星美凯龙南明商场威能
专卖店

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居然之家金源店威能专卖店
贵阳市北京西路金源购物中心居然之家1-016门
面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居然之家金源四达舒适家展厅
贵阳市北京西路金源购物中心居然之家一层1-
035号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四达贵阳兴盛街居然之家（太升
店）A级

兴盛街居然之家（太升店）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南明区浙江商城威能专卖店
兴关路街道办事处遵义路95号贵阳浙江商城B区
二层B20168-2、B20178号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德国威能居然之家太升店 机场路居然之家太升店 新风,热泵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居然之家太升店 机场路居然之家太升店 热泵,空调

贵州省 安顺市 普定县 贵州浩特普定店安顺中兴大道B级 普定中兴大道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毕节市 黔西县 黔西县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毕节黔西县同心商贸城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遵义市 仁怀市 仁怀居然之家威能专卖店 仁怀市国酒大道居然之家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遵义市 仁怀市 仁怀红星美凯龙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玉液南路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

贵州省 遵义市 仁怀市 居然之家仁怀店 醉美大道181号居然之家 热泵,空调

贵州省 遵义市 桐梓县 桐梓乐万家暖通有限公司 蟠龙大道 骏逸河畔1－1－3  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贵州省 铜仁市 万山区 铜仁居然之家威能专卖店 铜仁市万山区居然之家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

贵州省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

威宁威能专卖店毕节威宁县草海商贸城B
级

贵州省威宁县草海商贸城17栋栋26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瓮安县摩尔城威能专卖店 瓮安县摩尔城B3区颐高电商馆一楼1-1-20.21号 壁挂炉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中铁阅山湖威能专卖店贵阳云潭路A级 云潭南路中铁阅山湖 壁挂炉

贵州省 安顺市 西秀区 安顺威能专卖店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道红星美凯龙G8018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安顺市 西秀区 安顺市家喻五洲城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家喻五洲城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息烽县镇南大街威能专卖店 息烽县永靖镇南大街广建新苑12-1-1-9号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遵义市 习水县
习水搏达建材有限公司习水县红星美凯
龙鼎鑫威能专卖店

红星美凯龙商业广场1期4栋2层5号 壁挂炉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
州

兴义市 兴义市桔山街道红星美凯龙威能专卖店 贵州省兴义市桔山街道红星美凯龙1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乌当区东风路乐湾国际威能专卖店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乐湾国际店 壁挂炉,水处理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尚佳众和商贸有限公司 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D13组团亚朵酒店6-13号 壁挂炉

贵州省 六盘水市 钟山区 六盘水红星美凯龙威能专卖店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道红星美凯龙G8018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海南省 三亚市 海棠区 泽禾三亚信兴电器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二路468号信兴电器城 热水器

海南省 三亚市 吉阳区 泽禾三亚中恒建材店 三亚市河东路412号中恒建材城3栋3号铺 热水器

海南省 三亚市 吉阳区 泽禾三亚苏宁中恒广场店
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412号中恒建材广场1-3层苏
宁电器

热水器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泽禾海口喜盈门建材店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喜盈门建材家居城
负一楼55-56号铺面

热水器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泽禾海口信兴电器国贸店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1号信兴电器 热水器

海南省 海口市 龙华区 泽禾万佳家居装饰广场店 海口市南海大道88号万佳家居装饰广场C座113号 热水器

海南省 三亚市 天涯区 泽禾三亚苏宁明珠广场店 三亚市解放路668号明珠广场4楼苏宁电器 热水器

海南省 海口市 秀英区 泽禾海口居然之家店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02号居然之家建材馆2楼
2020铺

热水器

河北省 廊坊市 安次区 廊坊红星美凯龙（南龙道）合厅 南龙道33号红星美凯龙一层1128-A01-Z00032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河北省 衡水市 安平县 衡水安平县专卖店B级 中心路与平安街交叉口南行100米（尚品宅配）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河北省 邯郸市 丛台区 邯郸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丛台路与东柳大街交叉口红星美凯龙三层(德国威
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邯郸市 丛台区 邯郸城市人家专卖店B级
邯郸市丛台区滏东大街与富强路交叉口西南角
（城市人家装饰公司展厅）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廊坊市 广阳区 廊坊丽都鑫潮专卖店 爱民东道与新开路交口丽都鑫潮二层天井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空调

河北省 秦皇岛市 海港区 天洋电器和平店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和平大街6号天洋电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秦皇岛市 海港区 红星美凯龙德国威能旗舰店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中段35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秦皇岛市 海港区 居然之家C门天洋完美家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黄河道6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秦皇岛市 海港区 秦皇岛朔道旭日家居建材店 河北大街30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河北省 保定市 竞秀区 保定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乐凯北大街3188号红星美凯龙二层（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唐山市 路北区 唐山时代红星美凯龙店 唐山市路北区龙华道与开三路交叉口西北侧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北省 唐山市 路北区 朗泰恒大御庭店 唐山市路北区恒大御庭底商 壁挂炉,热水器

河北省 张家口市 桥东区
张家口欧标张家口高新区胜利中路202号
华耐家居（高新店）B级

桥东区华耐家居高新店南区五楼F502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承德市 双桥区 承德金龙建材城专卖店 下二道河子金龙建材城一层（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河北省 沧州市 肃宁县 沧州肃宁石坊西路合厅B级 石坊西路电力局西侧（德国威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河北省 保定市 徐水区 保定徐水专卖店
保定市徐水区城内南大街南关路口南行150米路
东（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石家庄怀特装饰城专卖店A级 体育南大街308号2号馆C区1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石家庄和平东路专卖店A级
建华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西行200米路南（大金
空调）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石家庄红星美凯龙和平商场专卖店 和平东路289号一层A811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北国商城（总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188号 水处理,热水器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北国商城新百广场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139号 水处理,热水器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长安区 石家庄红星美凯龙方北商场专卖店
裕华东路133号红星美凯龙方北商场二楼（德国
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宝丰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宝丰县亿联万洋建材城7排106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德国威能宝丰县山河路店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山河路 壁挂炉,新风

河南省 焦作市 博爱县 博爱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文化路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川汇区 德国威能周口红星美凯龙店 黄河路工农路交叉口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周口市 川汇区 德国威能周口龙都建材城店 龙都建材城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周口市 郸城县 建材专卖店城 郸城县陆鼎建材城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德国威能中大国际建材城店 郑州市登封市中大国际家居建材城 壁挂炉



河南省 南阳市 邓州市 亿万商城店 邓州市广亿万商城3号楼126-12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南阳市 方城县 方城德国威能 方城县综合市场九排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扶沟县 扶沟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扶沟县兴隆路96号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热水器

河南省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德国威能专卖店 巩义市东区天玺华府东门建材街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固始县黄河路与古城路交叉口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郑州长通家居德国威能店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永平路,七里河南路长通
家居一楼A036

壁挂炉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长通家居威能店郑州七里河南路B级 永平路,七里河南路长通家居一楼A036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郑州建业5栋D座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建业五栋大楼D座407室 壁挂炉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区 航海路德国威能专卖店 航海东路20号宝景花园1-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光山县 光山店 光明大街天伦家园西侧约40米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安阳市 滑县 滑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振兴路中段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淮滨县 淮滨淮河大道店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淮河大道西200米路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周口市 淮阳区 淮阳广商博览城店 淮阳县羲皇大道广商万利博览城 壁挂炉

河南省 新乡市 获嘉县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德国威能店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元鼎大道与北干道交叉口崇
文观天下西门11-101商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济源市 济源市 德国威能济源专卖店 济源市中盛建材城中区三排一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平顶山市 郏县 文化路店 文化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北角路北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洛阳市 涧西区
洛阳锦惠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洛阳青岛路
居然之家A级

青岛路与九都西路交叉口 新风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凤凰城 郑汴路12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郑州居然之家北龙湖店 郑州居然之家欧凯龙北龙湖店 壁挂炉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德国威能郑州商都路居然之家店 商都路居然之家负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商都路十里铺德国
威能店

郑州金水区商都路十里铺交叉口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郑州商业中心德国威能店 郑东商业中心C区一号楼十楼1006 壁挂炉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 郑州商都路红星美凯龙德国威能专卖店 郑州市商都路红星美凯龙店5楼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开封市 兰考县 兰考县德国威能欧蓓莎广场店 兰考县欧蓓莎商业广场2号楼116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漯河市 临颍县 华泰家居生活馆
临颖107与3环路交叉口往东200米路北华泰家居
生活管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漯河市 临颍县 德国威能家和家居店
临颖107与4环路交叉口南100路西家和家居生活
馆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三门峡市 灵宝市 灵宝长安路威能专卖店三门峡灵宝B级 长安路虢园新居斜对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开封市 龙亭区 河南省开封市郑开大道威能居然之家店 开封市居然之家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鲁山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鲁山县望城国际楼下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德国威能顾家商业
中心店

周口市鹿邑县顾家商业中心20号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

河南省 周口市 鹿邑县 德国威能周口专卖店 周口市鹿邑县顾家商业中心建材城20楼12-13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信阳市 罗山县 罗山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罗山县灵山大道温州城市花园楼下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龙区 德国威能洛阳专卖店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龙门大道交叉口居然之
家四楼

热泵,空调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阳居然之家青岛路店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路与青岛路交汇处西元
国际18号楼4层4-13

热泵,空调

河南省 漯河市
漯河经济技术
开发区

柳江路店 汇源区市柳江路文与太行山路交叉口西300米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焦作市 孟州市 孟州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建材商城3号301-302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驻马店市 泌阳县 泌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泌阳县中州国际商城民30号楼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南阳市 南召县 南召德国威能专卖店 南召县光明路与黄杨路交叉口西50米 壁挂炉,新风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平顶山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居然之家店 平顶山凌云路居然之家负1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信阳市 平桥区 河南省信阳市新二十六街店 信阳市平桥区新二十六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信阳市 平桥区 河南省信阳市新十一大道店 信阳市平桥区新十一大道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信阳市 平桥区 河南省信阳市新十六街店 信阳市平桥区新十六街 壁挂炉

河南省 信阳市 平桥区 文博路店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新十一大道与文博路交叉口 壁挂炉

河南省 驻马店市 平舆县 德国威能平舆专卖店 平舆县文化路华鼎天下城二期门口 壁挂炉



河南省 驻马店市 汝南县 汝南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康宁新城西门北侧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汝州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汝州市建设路3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商城县 信阳市商城县居然之家店
河南省商城县黄柏山路北段居然之家3楼德国威
能店

热泵,空调

河南省 驻马店市 上蔡县 上蔡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驻马店上蔡县蔡都大道50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周口市 沈丘县 日丰店 兆丰大道北段936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浉河区 河南省信阳市胜利路店 信阳市浉河区胜利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许昌市 市区 许昌文兴亚欧建材城A级店 河南省许昌市文兴街88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商丘市 睢县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德国威能店 睢县振兴路中段碧景园北侧50米路西 壁挂炉,热水器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遂平县 遂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遂平城南新城国际南门楼下第5层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太康县
太康万城商贸德国威能周口太康公安大
吕A级

银城南路万城商贸15号楼106-107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安阳市 汤阴县 光明路店 光明路与长虹路交叉口路东286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安阳市 汤阴县 人民路店 人民路中段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南阳市 唐河县 唐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唐河龙山路蓝湾酒店南侧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开封市 通许县 通许县德国威能简美美家店 开封市通许县富民路简美美家建材市场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南阳市 桐柏县 桐柏德国威能专卖店 大禹路32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开封市 尉氏县 尉氏县德国威能文化路店 尉氏县文化路西关小学西80米路南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焦作市 温县 温县春城国贸广场店 温县子夏大街春城国贸广场 壁挂炉

河南省 南阳市 卧龙区 天工店 工业路天工牡丹花园门面1-3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平顶山市 舞钢市 舞钢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朱兰钢城路北段186-187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漯河市 舞阳县 舞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舞泉镇解放路平安驾校旁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西华县 西华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西华县箕城路50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周口市 西华县 德国威能西华专卖店 河南省西华县萁城路501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驻马店市 西平县 西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南街新村中段路东31-33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南阳市 西峡县 西峡德国威能专卖店 北二环与紫路口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信阳市 息县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居然之家店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谯楼街居然之家1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河南省 许昌市 襄县 襄城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中心路东段180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项城市 项城市德国威能湖滨路店 项城湖滨路与光武路交叉口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周口市 项城市 德国威能项城通达建材城店 项城市通达建材城 壁挂炉,热水器

河南省 驻马店市 新蔡县 新蔡县德国威能红星美凯龙店 驻马店新蔡县红星美凯龙18号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新密市 新密市 德国威能新密专卖店 新密市青屏大街西段830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德国威能V级门店 郑州新密市溱水路大鸿路交叉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河南省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华南城好百年建材威能店 郑州华南城二路南门 壁挂炉

河南省 南阳市 新野县 新野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人民路金大地对面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德国威能华南城专卖店 龙湖镇华南城4B1-19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郑州龙湖镇祥安路德国威能店 龙湖镇祥安路与滨湖路交叉口西北角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

河南省 信阳市
信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信阳市申城大道店
信阳市浉河区申城大道136-138号德国威能舒适
生活体验馆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

许昌市许继暖之朗 魏都区许都路绿城小区大门口西测第19间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

德国威能许昌红星美凯龙店 红星美凯龙北门二楼西电梯口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新乡市 延津县 延津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延津县胜利路158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羊山区 德国威能信阳专卖店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区国际商城2号楼203号 热泵,空调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叶县 叶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叶县九龙路中段142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洛阳市 伊川县 伊川县德国威能华美建材城店 洛阳市伊川县华美建材城B区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驿城区 交通路店 交通路中段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驿城区 置地大道店 置地大道490-4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驿城区 驻马店驿城区德国威能居然之家店 驻马店市驿城区居然之家负一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省郑州市禹州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劳动西路190号 壁挂炉,热水器

河南省 漯河市 源汇区
漯河瑞胜商贸有限公司漯河太行山街道A
级

太行山南路沙河桥西侧 新风

河南省 漯河市 源汇区 河南省漯河市太行山路总店
河南省漯河市太行山路东京花园对面德国威能门
店

热泵,空调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美博建材市场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威能红星美凯龙店 长葛市黄河路与金英路交叉口红星美凯龙四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新乡市 长垣市 长垣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长垣县亿隆商业街二期71号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南阳市 镇平县 镇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镇平县万盛市场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驻马店市 正阳县 正阳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驻马店市正阳县正泰大厦南80米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郑东新区 立体世界店 黄河南路立体世界4-2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河南省 郑州市 郑东新区 郑州市德国威能专卖店 农业南路商都路东区欧凯龙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郑东新区 郑州居然之家郑东新区店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州大道100号5层 热泵,空调

河南省 郑州市 中牟县 中牟官渡大街德国威能店 中牟官渡大街德国威能 壁挂炉

河南省 漯河市 中原区 河南漯河瑞胜漯河总店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文萃江南东门 新风

河南省 新乡市 中原区 封丘县德国威能专卖店新乡封丘县A级 封丘县健康路和行政楼交叉口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信阳市 中原区 河南合美舒适家信阳总店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区国际商城2号楼203号 新风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欧凯龙西三环店 中原西路欧凯龙负一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河南典正郑州大学南路红星美凯龙B级 郑州大学南路南三环交叉口红星美凯龙店4楼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德国威能专卖店驻马店吴房路A级 遂平县 壁挂炉,水处理

河南省 驻马店市 中原区 河南驻马店诚涵商贸驻马店市区总店
河南省驻马店市市辖区乐山大道与慎阳路交叉口
往北300米顺景国际小区2号楼一楼1330-6

新风

河南省 驻马店市 中原区 河南漯河瑞胜西平分店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祥和路人民公园东路路口 新风

河南省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 德国威能驻马店专卖店 驻马店市乐山大道与慎阳路交叉口北150米路东 热泵,空调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建华区 齐齐哈尔颂阳暖通店 龙沙小区37号楼1号门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黑龙江 大庆市 龙凤区 大庆科创北湖院子社区店 北湖院子B09-1-102 壁挂炉,热水器

黑龙江 牡丹江市 西安区 大庆科创牡丹江爱民街店 牡丹江市西安区爱民街西一条路交口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黑龙江省 绥化市 北林区 恒誉德成绥化康庄路居然之家大世界A级 康庄路绥兰路交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道里区 大庆科创新潮专卖店 新潮家居广场B座3号门门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道里区 东广场明阳舒适家 大庆让胡路区新潮东广场A 座三号门1FA38 水处理,热水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金泽智能丽江路专卖店 丽江路2642号翠湖天地璞园门市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金泽智能城乡路红星美凯龙专卖
店

城乡路168号红星美凯龙1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黑龙江金泽哈尔滨安隆街龙发装饰A级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隆街98号龙发装饰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盛通环境丽江路店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125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盛通群里居然之家店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新区兴江路群力大道居然之
家1楼016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大庆科创红星美凯龙专卖店大庆世纪大
道红星美凯龙A级

大庆市龙凤区世纪大道与双拥街交汇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建华区 齐齐哈尔古宇二马路专卖店 齐齐哈尔建华区二马路玉坤小区8号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黑龙江省 大庆市 萨尔图区 大庆科创正大方盛合厅店 正大方盛东城店2楼2020厅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西安区 大庆科创牡丹江太平路城市人家B级 太平路七星街交口 壁挂炉,热水器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向阳区 佳木斯暖洋洋通江街合厅店 佳木斯市向阳区通江街13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向阳区 佳木斯暖洋洋万粮街居然之家A级 万粮街32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安陆市 安陆威能专卖店 安陆市碧山路1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安陆市 安陆安德孝感碧山路B级 碧山路1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蔡甸区 武汉圣佳武汉树藩大街A级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树藩大街435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随州市 曾都区 随州市曾都区烈山门店 随州市曾都区烈山大道实验中学西侧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随州市 曾都区 随州市曾都区红星门店 随州市曾都区红星国际广场8-31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随州市 曾都区 随州市汉东路店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随州市汉东路中段146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空调,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赤壁市 赤壁金格红星美凯龙店 湖北省赤壁市红星美凯龙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崇阳县 崇阳凯鸿国际建材城威能店 湖北省崇阳县凯鸿国际建材城一区2号楼146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崇阳县 张程崇阳凯鸿A级 崇阳县凯鸿国际建材城一区2号楼146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大悟县 大悟信德孝感京珠联络线A级 鄂北国际商贸物流城壹品首府2#30,31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黄石市 大冶市 大冶兴盛花园店 兴盛花园三期（金茂大厦对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十堰市 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文华建材城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文华建材城一楼 壁挂炉,热水器

湖北省 十堰市 丹江口市 丹江口德诚明珠路A级 明珠路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东宝区 荆门雄翔白云大道专卖店 白云大道6号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东湖高新区 武汉德威暖通光谷居然专卖店
东湖高新技术新开发区曙光新城5楼D区摊位号是
5-2-101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德国威能工农路特一号 工农路特一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武汉生活家装饰店 东西湖大道特1号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湖北赛弗绿建威能店
将军路街金潭路以北,碧水大道以南静压桩机生产
项目试验研发楼1-4层101,102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东西湖金盛国际家居店武汉金银湖路A级 金银湖路9号金盛国际家居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赛弗绿建设武汉东西湖区A级
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金潭路以北,碧水大道以
南静压桩机生产项目试验研发楼1-4层101,10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湖北汇欧金银潭威能专卖店 东西宏图大道宏图一路3号武建机施青年公寓1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湖欧供暖设备经营部 武汉市后湖欧亚达建材家居店负一楼“威能”店 壁挂炉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荆门林翔人民万福商贸城德国威能A级 人民万福商贸城C3-3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荆门梦之暖荆门大家装A级
象山大道荆门大家装A座二层054号德国威能专卖
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荆门大诚楚荣华府德国威能A级 象山大道楚荣华府108-109号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荆门梦之暖大桥巷五金市场专卖店 大桥巷五金市场4-11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荆门梦之暖洪源市场威能专卖店 蔡湾社区月亮湖路洪源市场2栋1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掇刀区 湖北雄翔象山大道专卖店
象山大道188号红星时代广场二期德国威能专卖
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城区 鄂州滨湖路店 滨湖路13-3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城区
鄂州市鄂城东建材市场店鄂州鄂东大道A
级

鄂东大道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城区 鄂州合意菲威能专卖店
鄂州市鄂城区武汉东国际家居建材博览城7区1栋
7122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恩施红星美凯龙店 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金桂大道红星美凯龙负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德国威能利川店 利川市东城路201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恩施百年恩施金桂大道居然之家德国威
能V级

金桂大道15号,居然之家商场一楼:1299-1-1-017
号门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恩施志能欧亚达金桂大道店 金桂大道欧亚达家居负一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北省 恩施州 恩施市 恩施武陵国际店 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金桂大道8号一楼 热泵,空调

湖北省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春园路店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路31号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居然之家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汉十路口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长虹路店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2号（仁爱医院旁） 壁挂炉

湖北省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洛卡襄樊前进路天丽国际家居A级 前进路9号天丽家居 壁挂炉

湖北省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蓝火苗襄樊大庆西路V级 大庆西路36号 壁挂炉,新风,热泵,空调

湖北省 十堰市 房县 房县威能店
十堰市房县新环城北路1号碧桂园十里江湾德国
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公安县 宏景利达公馆德国威能店 公安县利达公馆商铺07-10店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随州市 广水市 广水市水岸星城店 广水市三环路水岸星城商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汉川市 汉川市人民大道世纪新城专卖店 人民大道217号世纪新城C01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陶家岭欧亚达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陶家岭欧亚达1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汉阳红星美凯龙店 龙阳大道红星美凯龙3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嘉铂瑞店 隆祥街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市汉阳区阳欧供暖设备经营部 武汉市汉阳欧亚达国际广场店“威能”店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快格马鹦路建材店 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森伍诺武汉十升路十里建材A级 新十里建材装饰家居广场一楼1A54\1A5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武汉德旌武汉四新南路A级 汉阳区江城大道与四新南路交汇处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东风大道店武汉龙阳大道A级 龙阳大道112号升官渡社区旁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汉阳区 汉阳区大V级店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隆祥东街雅致舒适家 热泵,空调

湖北省 黄冈市 红安县 红安店 黄冈市红安县河东大道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洪湖市 洪湖市闵洪建材城专卖店 茅江大道闽洪建材市场综合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丽岛花园店 洪山区珞狮路497号附28丽岛花园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光谷欧亚达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499号欧亚达一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亿和武汉雄楚大道光谷欧亚达A级 雄楚大道499号光谷欧亚达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丽岛花园店武汉珞狮路A级 珞狮路497号附28丽岛花园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丰辉凯华白沙洲居然威能店武汉白沙洲B
级

白沙洲大道与白沙三路交汇处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丰辉凯华武汉光谷苏宁B级武汉光谷B级 光谷广场资本大厦负一楼苏宁易购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恒盛德华中城B级店 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道华中城28栋1-3门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武汉市洪山区光欧供暖设备经营部 洪山区光谷欧亚达建材家居店1楼“威能”店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洪山区 白沙洲天地源城际花园店
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道169号天地源城际花园
20栋1单元1层5室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黄陂区 黄陂区双凤大道威能店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道双凤大道781号1-5层第一
层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湖北省 武汉市 黄陂区 黄陂区双凤大道店武汉前川街A级 前川街道双凤大道781号1-5层第一层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武汉市 黄陂区 黄陂前川店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锦绣道8号1-2门面 壁挂炉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港区 黄石红星美凯龙威能店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红星美凯龙负一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港区 黄石港区湖滨大道店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湖滨大道65号（金色港湾一
楼四区六号门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港区 威能热泵黄石专卖店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湖滨大道61号金色港湾德
国威能店

热泵,空调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州区 赛洛星三清建材店 黄冈市黄州区三清建材城赛洛星供暖 壁挂炉

湖北省 黄冈市 黄州区 黄州欧亚达店 东门路12号欧亚达家居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嘉鱼县 嘉鱼蓝波湾店 嘉鱼县鱼岳镇方逢时路鸿辉蓝波湾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监利县 监利县荆南大道荆楚名居店 荆南大道荆楚名居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监利县 监利明洲建材城店 监利市明洲建材城五街104-105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十堰市 江岸区 十堰广方科技舒适家 湖北十堰市北京北路8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武汉德众冷暖工程有限公司武汉珞喻路
金鑫国际建材家居大店

洪山区珞喻路526号金鑫国际建材家居一楼外开
门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雅致舒适家武汉汉阳区专卖店武汉汉阳
区大店

武汉市汉阳区隆祥街8号雅致舒适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竹叶山红星美凯龙店
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竹叶山红星美凯龙3楼德
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湖北快格金桥汇德国威能店 江岸区百步亭金桥汇二期19栋3单元101-102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红旗家居竹叶山店 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69号红旗家世代F-A-9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兴业路盛世东方店
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8号新地东方花都E区
（新地盛世东方）3栋1-2层3室

壁挂炉,水处理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武汉世纪阳光 金桥汇二期19-3-101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黄孝南路店 黄孝南路12号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德威暖通汉口居然专卖店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咱45号居然之家家居市场负一
楼B-104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丰辉凯华武汉唐家墩苏宁B级 唐家墩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市江汉区广欧供暖设备经营部 汉口火车站欧亚达国际广场四楼“威能”店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长港路店
江汉区长港路金色雅园D区2-2号（长港路地铁A
出站口旁）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夏区 武汉睿嘉泽威能江夏店
德国威能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158号附18号德
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夏区 武汉楚合信欧亚达江夏店 文化大道和新华街交汇处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夏区 武汉恋春江夏德国威能B级店
德国威能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158号附18号德
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夏区 光谷新动力店 高新五路73号光谷新动力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门市 京山市 京山威晟荆门新市街A级 京山市新市大道245号邮电新村门口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黄冈市 麻城市 麻城欧科黄冈湖广大道A级 闽达公园壹号22-1-265号商铺 壁挂炉,热水器

湖北省 黄冈市 蕲春县 蕲春欧亚达店 漕河镇万丰路一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
行政区划

潜江市 湖滨路店 湖滨路50号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德国威能硚口区汉西三路香江家居负一
楼

硚口区汉西三路香江家居负一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源智恒佳武汉业之峰B级 发展大道33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香江家居店武汉汉西三路香江家居A级 汉西三路香江家居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南国大家装店武汉解放大道A级 解放大道201号南国大家装1层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丰辉凯华武汉中山苏宁B级武汉中山大道
B级

解放大道557号中山广苏宁易购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武汉德众武汉汉西三路红星美凯龙V级 汉西三路9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武汉市大武汉家装店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01号F栋1层16号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武汉市金石盟大厦店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302号金石盟大厦1层2-3
号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硚口区 芸臻渌硚口店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五路广电财富中心2107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青山区
辰阳（武汉）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工
业路八大家建材市场A级

工业路4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青山区
武汉乐峰武汉八大家冶金大道佳顺安建
材城A级

八大家冶金大道2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市白云路专卖店 白云路1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市德鹏荆州荆沙大道南国大家装V级 荆州市沙市区南国大家装5号门西门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家盛义乌小商品城A级 塔桥北路义乌小商品城一期8幢201-203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家盛义乌小商品城A级 塔桥北路义乌小商品城一期8幢201-203德国威能 热泵,空调

湖北省 荆门市 沙洋县 沙洋县洪森新世界专卖店 洪森新世界6-107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石首市 石首市建宁大道专卖店 建宁大道 A4栋103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荆州市 松滋市 松滋环湖路楚天大家装德国威能 新江口镇环湖路楚天大家装3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 天门市
天门居然之家店天门钟惺大道居然之家A
级

钟惺大道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居然之家店 钟惺大道9号居然之家一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通城县 德通通城财苑A级 银山大道财苑小区2号路商铺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德威暖通空调技术有限公司 武昌区友谊大道2号新长江广场A座1101室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德威暖通武昌居然专卖店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50号居然之家武昌店二层
114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昌区徐东大街居然之家德国威能
湖北武汉武昌区徐东大街50号居然之家一楼DS1-
1-1103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暖脚丫武汉徐东大街欧亚达A级 徐东大街38号欧亚达家居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丰辉武汉中南苏宁B级 中南路26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丰辉凯华武汉徐东苏宁B级武汉徐东街B
级

友谊大道508号万利广场负一楼苏宁易购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湖北雅致友谊国际店武汉友谊大道友谊
国际A级

友谊大道17号友谊国际家居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武昌区培欧供暖设备经营部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欧亚达“威能”店 壁挂炉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兴泰合团结大道店 湖北武汉武昌区武汉市武昌区团结大道994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昌区和平大道金鑫国际家居店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金鑫国际家居和平店
1楼C1-003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纳格沙湖店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阳光水岸194附3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恒安友谊国际店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友谊国际一楼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昌金盛家居店 友谊大道178号金盛国际家居FA-21-2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中北路百安居店 中北路百安居 壁挂炉

湖北省 黄冈市 武穴市 武穴欧亚达店 黄冈市武穴市欧亚达一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宜昌市 西陵区 宜昌绿园金东山欧亚达V级
大连路4号金东山欧亚达家局卖场B1-16德国威能
绿园暖通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宜昌市 西陵区 宜昌鑫美居然之家德国威能专卖店A级 发展大道69号居然之家一楼B门门口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
行政区划

仙桃市 红星美凯龙店 仙桃市黄金大道红星美凯龙一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居然店 咸宁市咸安区贺胜路居然之家1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市荣凯天阶店 咸宁市贺胜路（荣凯天阶）1栋1层117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 襄阳市领秀中原建材城店
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路领秀中原建材城一楼B区
101/102—1

壁挂炉

湖北省 襄阳市 襄阳 万家同乐城市广场店
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22号万家同乐城市广场三
楼

壁挂炉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昌县 孝昌德馨孝感花园大道B级 伟利国际2栋206-207 壁挂炉

湖北省 孝感市 孝南区 孝感居然之家店 孝感市居然之家4楼 壁挂炉

湖北省 孝感市 孝南区 孝感金鹏北京路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湖北孝感孝南区北京路虹景
花园6号

壁挂炉

湖北省 孝感市 孝南区 孝感红星金街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乾坤大道红星金街01-120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孝南区 湖北瑞轩孝感复兴大道A级 红星金街·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新洲区 新朝宜居新洲店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建材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武汉市 新洲区 新朝宜居武汉新洲文昌A级 新洲区文昌大道196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湖北省 宜昌市 宜都市 宜都鑫海欧亚达德国威能专卖店 宜华大道108号欧亚达A1-37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应城市 应城德国威能店 应城市开发区育才南路25号 壁挂炉

湖北省 黄冈市 英山县 英山威能黄冈温泉南路A级 温泉镇温泉南路长安世纪城A区9-103 壁挂炉

湖北省 荆门市 钟祥市 钟祥仁赢香榭丽舍威能专卖店A级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 钟祥市香榭丽舍C区106-
107号门面德国威能授权店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北省 襄阳市 老河口沿江大道亚兴帝苑A级 老河口市沿江大道亚兴帝苑商铺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湖北省 襄阳市 谷城县保全水暖建材部谷城谷丰街A级 谷城县城关镇盛世中华城二期商铺B2栋 壁挂炉,新风

湖北省 襄阳市 湖北德能襄樊长虹北路B级 长虹北路22号万家同乐城市广场3楼 壁挂炉

湖北省 襄阳市 湖北德能领袖中原店 襄阳市高新区领袖中原建材城1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北省 孝感市 孝感德禾孝感北京南路A级 居然之家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郴州市 北湖区 郴州居家郴州北湖区湘南大市场V级 湘南大市场51栋40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衡阳市 芙蓉区 衡阳华伟蒸湘北路华源专卖店 衡阳市石鼓区华源建材城威能店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怀化市 芙蓉区 怀化运达舞阳大道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湖南省怀化市河西舞阳大道646号红星美凯龙二
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娄底市 芙蓉区 娄底舒适家大汉路专卖店（国产） 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汉路00006栋111-211号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娄底市 芙蓉区 娄底舒适家娄底五江店A级（国产） 大汉路金鑫家居商贸城5栋110-112号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邵阳市 芙蓉区 邵阳志威敏州西路专卖店 邵阳市大祥区敏州西路华夏田园22栋8-9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空调,系统组件

湖南省 益阳市 芙蓉区 益阳南方健坤康富南路合厅 益阳市高新区康富南路489号领秀CBD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益阳市 芙蓉区 益阳瑞森海棠路福中福专卖店（国产）
益阳市赫山区龙洲南路中电怡和苑(新世界正对
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永州市 芙蓉区 永州永威中兴东路潇湘专卖店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中兴东路潇湘国际广
场家居建材市场106-2号门店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岳阳市 芙蓉区 岳阳华然屈原路专卖店 岳阳市屈原路303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岳阳市 芙蓉区 岳阳华然岳阳大道居然之家店 岳阳市岳阳大道和白石岭交界处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岳阳市 芙蓉区 岳阳德孚岳阳大道居然之家合厅
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大道居然之家二楼德孚舒适
家*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奥菱万家丽路合厅 长沙市芙蓉区长房东郡华城广场A座1单元3楼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鹤鹏潇湘北路专卖店
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北路三段1100号铂翠湾商业综
合体316、320门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空调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恒益众威万家丽路旗舰店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中城丽景香山27栋一楼
1008A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湖南宏客晚报大道店 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嘉骏长沙芙蓉区三湘B级 三湘大市场3栋1-2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湖南惠祥三湘南湖德国威能V级店 长沙市金利路11号旺德府家居建材名品中心3楼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众卓万家丽广场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一段68号万家丽
家居建材广场四楼A—70号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舒适壹佰三湘市场威能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三湘市场C10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田丰亚太墅装河东店威能合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中路2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南方健坤荷花路旗舰店 长沙市芙蓉区东方新城H4-116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宏远东二环店（国产）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湖南佳岁机电荷花路店 荷花路东方新城H1栋210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长沙健成暖通荷花路店 荷花路东方新城H4-116号 壁挂炉,新风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南方健坤旺德府合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旺德府国际大厦
1楼

热泵,空调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南方健坤荷花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115号 热泵,空调

湖南省 长沙市 芙蓉区 马王堆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北路古汉名居 热泵,空调

湖南省 常德市 汉寿县
湖南舒适壹佰汉寿百年家居建材广场合
厅常德汉寿B级

百年家居建材广场C112-114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怀化市 鹤城区 怀化世鼎花美立家合厅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华美立家建材家居广场19栋
二楼1号

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怀化市 鹤城区 怀化世鼎帝成合厅 湖南省怀化市经开区宝庆路17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吉首市 吉首市九方环保设备经营店 湖南省吉首市民营小区汇展中心A区三栋一楼 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郴州市 嘉禾县 湖南舒适壹佰郴州嘉禾合厅郴州嘉禾B级 金田东路36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市三合工匠工威能店 捞刀河街道凤羽村十组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志昱长沙岳麓区银杉路A级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529号阳光丽城一期侧W1地
块13栋103号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京诚湘江北路北辰专卖店（国产）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北辰三角洲E5区北门1014
商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常德市 澧县
湖南众卓澧县店常德津澧大道东信建材
家居广场A级

澧县津澧大道与环城西线交汇华美立家东信建材
家居广场B区19栋115-116号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浏阳市 浏阳佳佳长沙浏阳市礼花路A级 花路二段25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娄底市 娄星区
舒适壹佰娄底418建材市场合厅娄底418
建材市场大门对面B级

418建材市场大门对面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娄底市 娄星区
湖南舒适壹佰娄底建设路合厅娄底城碘
丽园B级

建设路城碘丽园19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娄底市 娄星区
舒适壹佰娄底五江建材城合厅娄底五江
建材城B级

娄底市五江建材城A区5栋108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株洲市 芦淞区 株洲君威建设中路专卖店（国产） 株洲市芦淞区翡翠园小区A区10栋110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株洲市 芦淞区 株洲广达株洲百货店 建设南路1号株洲百货2楼K3 壁挂炉

湖南省 怀化市
麻阳苗族自治
县

怀化麻阳农资建材市场海信威能合厅 农资建材市场1栋1～6号门面 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宁乡县 宁乡迎风新康路专卖店 长沙市宁乡县新康路兆基郡城7栋108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岳阳市 平江县 湖南舒适壹佰岳阳平江合厅岳阳平江B级 海盟山水豪庭50栋01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株洲市 石峰区
株洲星海舒适家石峰区喜盈门建材家具
旗舰店

株洲市石峰区（株洲）石峰建材家具广场B栋17
－19号

壁挂炉,新风



湖南省 常德市 石门县 湖南舒适壹佰常德石门合厅常德石门B级 新合作物流园二期5栋128号 壁挂炉,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长沙惠祥芙蓉中路顺天城合厅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59号顺天城8楼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长沙众卓欧丽洛雅店 长沙市天心区新电路90号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湖南众卓创世纪店长沙天心区红星美凯
龙创世纪店A级

万家丽南路与新韶山南路交叉口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长沙田丰点石大宅威能合厅 芙蓉中路三段308号黄土岭点石大宅 壁挂炉,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天心区 长沙嘉享木莲西路专卖店（国产） 长沙市木莲西路168号时代公馆108号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株洲市 天元区
株洲星海舒适家天元区望云建材市场旗
舰店

株洲市天元区望云建材市场临街门面5栋115－
11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株洲市 天元区
株洲广达湘山路红星美凯龙专卖店（国
产）

株洲天元区红星美凯龙408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株洲市 天元区 株洲广达望云建材市场专卖店 株洲市天元区望云建材市场临街门面14栋1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怀化市
通道侗族自治
县

德国威能通道县双江镇礼雅路（盛世侗
乡9区）专卖店

双江镇礼雅路（盛世侗乡9区）通道县威能专卖
店

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望城区 长沙鑫朗金星北路店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金星北路266号名家,翡翠花
园一期东向商业A、B、C段203室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望城区 长沙众卓普瑞大道居然之家专卖店
长沙市望城区普瑞大道金桥居然之家一楼德国威
能门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常德市 武陵区 常德南方健坤紫菱路合厅 常德市武陵区紫菱路1489号鸿升花园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湖南省 常德市 武陵区 常德华能紫菱路专卖店（国产） 常德市武陵区紫菱路首创明苑1-4号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常德市 武陵区 常德一德舒适家欢乐城店 三星路新邦壹品别野生活馆二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常德市 武陵区 湖南佳岁常德分店常德紫菱路1397号V级 紫菱路139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常德市 武陵区
常德一德欢乐城2期总店常德和瑞欢乐城
2期V级

和瑞欢乐城2期2楼20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娄底市 新化县 湖南舒适壹佰新化学府路威能合厅 学府路建材街198号 新风,热水器

湖南省 娄底市 新化县 娄底舒适家新化分店 新化县梅苑开发区学府南路住房公积金楼下 壁挂炉

湖南省 张家界市 永定区 张家界湘为红星美凯龙门店（国产）
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大道红星美凯龙B栋133-134
门面

壁挂炉,新风

湖南省 湘潭市 雨湖区 湖南利威湘潭九华A级
九华经济开发区步步高大道8号九华世纪城配套
商业街2栋0302001室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湖南君易长沙高桥A级 高桥街道神农茶都10区3栋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名舍长沙万家丽喜盈门A级
万家丽中路三段36号喜盈门家具建材广场4楼
4403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惠祥万家丽路百纳广场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路百纳广场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众卓万家丽路欧亚达合厅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路和万家丽路交汇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众卓万家丽路居然之家专卖店 雨花区长沙大道高桥居然之家1楼1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湖南众卓长沙韶山南路红星美凯龙店V级 韶山南路红星美凯龙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南方健坤万家丽路旺德府合厅 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一段186号旺德府大厦1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湖南智美居威能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中城丽景香山园二
期108号门面智美居大金空调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雨花区 中城丽景丽景香山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中城丽景香山德国威能 热泵,空调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欧琳长沙岳麓区红星美凯龙A级 红星美凯龙1楼B8030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湖南恒益长沙岳麓区梅溪湖B级 环湖路48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众卓咸嘉湖路郁金香专卖店 湖南省长沙市银桂路郁金香316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长沙众卓安居乐店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8号 壁挂炉,水处理

湖南省 长沙市 岳麓区 新奥舒适家居彩虹路威能店 岳麓区彩虹路 壁挂炉

湖南省 湘潭市 岳塘区 湘潭金罡河东大道专卖店（进口）
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红旗建材城正门口对面金
罡暖通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空调,系统组件

湖南省 湘潭市 岳塘区 湘潭金罡河东大道专卖店
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红旗建材城正门口对面金
罡暖通

热泵,空调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岳阳华然岳阳岳阳楼区南翔万商商贸物
流城A级

南翔万商商贸物流城一期家居博览中心A栋01层
005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岳阳德孚岳阳岳阳楼区太阳桥店A级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太阳桥建材市场市场路23
栋038-048门面

壁挂炉

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岳阳德孚居然之家店
岳阳市岳阳经济技术区居然之家岳阳大道店5楼
智能家居区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县 长沙星居东四路大润发家居专卖店
长沙县星沙东四线方战略城市广场大润发家居建
材广场13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县 长沙鑫朗暖通设备店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南段49号旺德府
工业园三号栋厂房第二层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县 湖南诚帅望仙东路B级店 长沙市长沙县望仙东路凤凰城紫云府 壁挂炉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县 长沙田丰名匠星沙威能合厅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漓湘路与天华路交汇处时代
星空群楼3楼

壁挂炉



湖南省 衡阳市 蒸湘区 衡阳诚帅衡阳名仕华府B级 解放路路28号名仕华府3A112-115门面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湖南省 株洲市 株洲县
株洲星海舒适家渌口区欧亚达广源建材
家具旗舰店

株洲市渌口区欧亚达广源建材市场1栋111－113
号

壁挂炉

湖南省 邵阳市 邵东超峰邵东东方家具广场A级 东方家具广场1栋11-12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有铭长沙望城马桥河B级 马桥河路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有铭长沙望城文源路A级 文源中路18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开运街欧亚卖场专卖店
朝阳区开运街5178号欧亚卖场17号门负二层热水
器区东海大街B2-020-1德国威能展位

壁挂炉,水处理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前进大街南部新城燃气
所合厅店

前进大街南四环交汇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欧亚商都 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112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恒程居然世界里店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硅谷大街与锦湖大路交叉口
南100米居然世界里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怡能平山街众安居旗舰店
平山街是德胜路交汇处居然之家众安居家居广场
B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怡能解放中路东易日盛专卖店 解放中路与鞍山街交汇处东240米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怡能解放大路城市人家合厅店 解放大路与西安路交汇处城市人家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长春市 高新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光谷大街高新燃气所合
厅店

光谷大街909号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高新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超达北兴超达燃气所合
厅店

超达北区兴花园B区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经开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彩云街富奥燃气所合厅
店

彩云街世光路交汇富奥管理所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净月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聚业大街净月燃气所合
厅店

聚业大街915号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辽宁路居然之家太阳城
专卖店

宽城区辽宁路772号居然之家太阳城店二楼德国
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得胜家居旗舰店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得胜家居一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通化市 梅河口市 梅河口市红星美凯龙旗舰店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人民大街与景阳路交汇红
星美凯龙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恒美长春二道区远达大街8号中东卖
场卖场店店

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大街8号中东瑞家1楼二道21D 壁挂炉,水处理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恒美方林装饰公司合厅店长春开运
街B级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家天下104号 壁挂炉,水处理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东天街专卖店 东天街51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恒美舒适家长春德正街道V级 天富路与生态东街交汇处伟峰东岳门市D12-106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恒美赛德居然之家专卖店长春仙台
大街居然之家A级

长春市二道区仙台大街122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恒美长春远达大街红星美凯龙A级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大街红星美凯龙负一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重庆路苏宁电器 重庆路万达广场二楼 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欧亚卖场 欧亚卖场黄海大街22号负二层 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东北电器城 亚泰大街长通路1077号东北电器城3楼 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锦城燃气公司5S店 长春市锦城路天然气公司 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松原德威舒适家松江大街红星合厅店 松江大街1606号红星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松原德威舒适家东镇东路中东新店专卖
店

东镇东路3519号中东新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松原德威舒适家奥林匹克门店 松原市宁江区松原大路476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松原居然之家旗舰店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中山大街与辅路交叉口居然
之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长春市 汽车厂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支农大街双丰燃气所合
厅店

支农大街一汽家园D区3栋08门市 壁挂炉

吉林省 长春市 汽车厂区
长春恒美舒适家锦程大街锦城燃气所合
厅店

锦程大街文汇路交汇 壁挂炉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市威能新华路旗舰店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路13号楼-17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四平市 铁东区 四平红星美凯龙旗舰店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经济开发区大路1666号红星美
凯龙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旭洋陶瓷城居然之家B级 延吉市陶瓷城居然之家门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白下区 光华路店
南京市大桥北路24号金盛国际家居3FA01-3#
光华路2号2-31三菱电机中央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扬州市 宝应县 江苏四季通力智能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宝应县阳光水岸西门店 壁挂炉

江苏省 扬州市 宝应县 宝应县新阳光舒适家安宜东路威能店 扬州市宝应县安义东路荷香盛世北门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滨海县 盐城 滨海县（西门子）德国生活馆 盐城滨海县向阳大道424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无锡舒菱华庄店无锡华庄街道B级 瑞景道华憬佳园71-2商铺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无锡江苏家倍适五湖大道旗舰店 五湖大道116号红星美凯龙二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江苏家倍适滨湖万达店 蠡溪路173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长江路专卖店
常熟市长江路68号12-13（中冶虞山尚园41-
104.105）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枫林路专卖店 常熟市枫林路40号-113-114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珠江路专卖店 常熟市珠江路358-10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凯文路专卖店 常熟市凯文路金桂家园南门40-103商铺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报慈北路专卖店 常熟市报慈北路351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海虞路专卖店 常熟市海虞北路55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枫林路专卖店常熟市枫林路9-1
号

常熟市枫林路9-1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常熟中宇李闸路专卖店常熟市李闸路250
号

常熟市李闸路250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南通市 崇川区 世纪大道店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373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通市 崇川区
南通宁菱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工农路
店）

工农路38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通市 崇川区 南通彦达弘阳家居店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钟秀中路25号弘阳家居2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通市 崇川区
南通彦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南通崇川弘
阳家居A级

五洲城市广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通市 崇川区 南通蓝鲸机电店 南通市崇川区钟秀东路68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天波城店 丹阳市开发区迎宾路182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丹阳金坤城河路和平广场威能店 丹阳市城河路和平广场B座第三间门面房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丹阳盛鸿电器店 丹阳市西环路24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连云港市 东海县 连云港欣普奔牛建材城合厅 奔牛建材城18栋9-1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连云港市 东海县 连云港玖树东海建材城店 连云港东海县建材城商贸城18-10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 东台乐科海陵北路展厅 盐城东台市北海路9号 壁挂炉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 乐科明星国际家居城店 明星国际家居港东区(范公南路129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阜宁县 盐城普宁哈尔滨专卖店 阜宁哈尔滨路452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泵



江苏省 盐城市 阜宁县 阜宁县威能专卖店 哈尔滨路澳洋欧洲花园19栋M03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阜宁县 阜宁威能专卖店 阜宁县哈尔滨路欧洲花园69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南京市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北岭路29号1栋-3大金空调
专业店

南京市高淳区北岭路29号1栋-3大金空调专业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高淳区 高淳店 南京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47号 壁挂炉,新风,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高淳县 南京高淳店 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天河路19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扬州市 高邮市 高邮环宇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高邮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恒盛红星专卖店 苏州市新区迎宾路35号红星美凯龙2楼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恒盛养育巷专卖店 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37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里格 苏州市东环时代广场1502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必家美 干将西路202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天合干将路合厅 苏州市干将东路531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居佳恒 苏站路鼎尚花园12栋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石路苏宁苏州金门路158号B级 姑苏区金门路15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姑苏区 苏州松芝芯谷产业园店 西环路306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鼓楼清江南路店 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7号1508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联创大厦店 集慧路18号联创大厦B座3F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乾瑞店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东路199号南京幕府创新小镇
A20-307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建宁路店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31号格力专卖店 壁挂炉,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苏宁慧谷店E06-2-1117
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68号苏宁慧谷E06-2-
1117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弘拓店 南通路99号茂悦港503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南京山西路店 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8号金山大厦1-5F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南京清江苏宁广场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88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喜年中心店 南京市鼓楼区喜年中心B1-702.703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中央金地 南京建宁路61号中央金地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秦淮区幕府西路店 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68号2幢2609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硕升店 热河路17-1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观城嘉店 集慧路18号联创大厦3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鼓楼区 江苏轩霆南京建宁路金盛家居B座B级 建宁路31号金陵金盛家居广场B座1楼 壁挂炉

江苏省 扬州市 广陵区 冶贝（镇扬泰）门店 冶贝（镇扬泰）门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通市 海安县
江苏海安瑞度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奥华
装饰城店）

南通市海南市奥华装饰城F区501S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泰州市 海陵区 泰州恒杰月星旗舰店 泰州市海陵区月星家具建材馆A4030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泰州市 海陵区 江苏汇达泰州国美威能店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通泰路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盛夏解放东路专卖店 海州区解放东路168号顺泰园1号楼1层-3商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欣普兴隆装饰城旗舰店 连云港兴隆装饰城6号楼2楼64-65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苏阳玉兰路合厅 玉兰路秀逸苏杭45-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亚兴巨龙路专卖店 巨龙南路8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欣普巨龙南路专卖店 江苏省连云港巨龙南路八佰城市走廊A区6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连云港天顺花园店
连云港市海州区巨龙路南路88号天顺花园北门南
侧大金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维能特（徐宿连）门店 维能特（徐宿连）门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扬州市 邗江区 红星美凯龙店扬州邗江区红星美凯龙B级 红星美凯龙B-B区-B401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虎丘区 四友 高新区锦峰路158号101PARK15-101室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虎丘区 苏州卓进竹园店
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6号创业大厦南门入1号楼1
楼

壁挂炉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安润洋河畔花城旗舰店 淮安市河畔花城53-47号铺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安润洋建华观园专卖店 淮安市建华观园5-22号铺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安润洋翔宇大道专卖店 淮安市翔宇大道国际商城A12B-1118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安宝泰凯旋宫德国威能专卖店 经济开发区上海新城二期（凯旋宫）7-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安宝泰环宇路合厅 淮安市万达广场环宇路3-3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无锡市 惠山区 江苏家倍适惠山红星美凯龙店 中惠大道与经一路交汇处(高铁惠山站斜对面) 壁挂炉,新风

江苏省 盐城市 建湖县 盐城首兴向阳路合厅 江苏省建湖县向阳路81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盐城市 建湖县 建湖五洲国际店 建湖五洲国际对面大金空调店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奥体店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奥体名座F座16楼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苏宁慧谷店E08-1-3405
南京市建邺区集庆门大街268号,苏宁慧谷E08-1-
3405

壁挂炉,水处理,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森德斯星艺店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大街1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南京市建邺区万达金街西区2楼235号 南京市建邺区万达金街西区2楼235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派尔店 应天大街780号鸿辉产业园4号楼二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长江装饰城 南京应天大街16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奥体展厅 南京建邺区梦都大街184号麦克维尔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河西展厅 南京建邺区宏普捷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沪豪店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58号-8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南京创玖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苏宁慧谷E8-1栋2606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河西金盛店 河西金盛国际家居一楼A16/17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江东门名仕嘉园店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2号德国威能美的中央
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舜天产业园店 南京市泰山路8号舜天产业园主楼南二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铂金时代店
南京市建邺区松花江东街99号铂金时代1号楼
2305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茶亭东街店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西祠产业园2栋-1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万达广场 南京万达广场A座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奥体店 南京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金盛店 南京建邺区金盛国际家居 壁挂炉,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河西大街店 河西大街198号同进大厦北面商铺 壁挂炉,新风,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港华燃气水西门店 南京市水西门大街91号-10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南京江东门店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南路63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证大拇指广场店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证大拇指广场商铺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应天大街 南京应天大街28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康缘智慧港 南京康缘智慧港D座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建邺区万达壹街区店
南京市建邺区云锦路58号万达广场东方壹街区10
幢288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科逸店 南京市鼓楼区苏宁慧谷E08-2 1302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江苏联合智家新都市产业园店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50号江苏智能制造
新都市产业园5号楼117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南京天合宏普捷座店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86号宏普捷座A座
1501室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767工厂店
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51号西城广场5楼5110
室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建邺区 南京天合智能万达中心威能V级店 集庆门大街22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江宁区上元大街店 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267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东山店
南京市江宁区东麒路33号东山国际企业总部园G
座503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188号海信中央
空调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188号海信中央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万达广场 南京竹山路68号万达广场西区3号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燕兴能源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璟湖路1号5栋6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南京南站南广场城际空间
站D2-618

南京市江宁区南京南站南广场城际空间站D2-618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圣都装饰江宁店南京东山街道装饰公司
店中店B级

双龙大道1118号金轮新都汇4楼 壁挂炉,新风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南站城际空间站
A1-1812室店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南站城际空间站A1-1812
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隽逸店 金箔路999号银谷大厦1009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方程天元东路店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123号市政天元城南门110
号门面（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弘阳家居江宁V级店 双龙大道1222号弘阳家居一楼1033铺位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880号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88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江宁女人街店 南京市江宁区金箔路468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江宁上元门大街店 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240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南京江宁弘阳店
江宁区双龙大道1222号（胜太路地铁站3号出
口）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双龙大道合厅
江苏省南京市双龙大道1508号（大金中央空调门
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板桥弘阳店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880号A3
南京市雨花区板桥弘阳装饰城A5区美的专卖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江宁双龙大道店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98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东秦新苑店 宏运大道1923号东秦新苑1幢门面106-108室 壁挂炉,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秦淮大道 南京秦淮大道30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秦淮路 南京秦淮路61号3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江宁店 南京江宁区庄排路江宁总部基地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江宁店 上元二街48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苏宁易购江宁二店 江宁区上元大街与明月路交叉口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 无锡江阴天宏延陵路旗舰店 延陵路13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 江阴翰博朝阳路合厅 江阴市朝阳路134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 江阴翰博人民中路合厅 靖江市人民中路116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 翰博天平路店无锡天平路8号B级 天平路8号30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泰州市 姜堰区 泰州恒杰古田西路旗舰店 姜堰区古田西路79-80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常州市 金坛区 常州金坛威能店 常州市金坛区南环路60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镇江市 京口区 运河路店 镇江市运河路80-3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镇江市 京口区 丁卯店 镇江市谷阳路168-73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镇江市 京口区 万达店 镇江市润州区万达广场B01-1022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泰州市 靖江市 泰州恒杰人民中路专卖店 靖江市人民中路132-1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苏州松芝柏庐路合厅 昆山市柏庐路462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昆山佰尚翠微东路红星美凯龙店 昆山市翠微东路518号2楼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昆山德飞柏庐北路店 柏庐北路20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昆山佰尚江浦路月星家居店
昆山江浦路388号 月星好家居,一号馆一楼 德国威
能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苏州德飞暖通店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柏庐北路214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南京市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路159-23号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路159-23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溧水区 溧水店 南京溧水区毓秀路80号110-111门面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溧水区 溧水通济街广场店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通济广场12幢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溧水区 溧水老板电器威能专卖店 南京市溧水区顾家家居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常州市 溧阳市 溧阳锦汇红星美凯龙店 溧阳市永平大道红星美凯龙二楼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溧阳市
溧阳锦汇红星美凯龙店常州永平大道红
星美凯龙B级

溧城镇永平大道601号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港欣普光伸装饰城专卖店 墟沟光伸裝飾城南门2一10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无锡明俊金城路专卖店 金城路新联家园3-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尚能永丰路专卖店 无锡市红星路和永丰路口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鹏杰健康路合厅 健康路128-34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盛世德玮学前东路店 学前东路54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江苏贺兹扬名店 南湖大道扬名创智园B栋6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泰热扬名创智园店无锡南湖大道A级 梁溪区南湖大道扬名创智园 壁挂炉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德铭人民东路店无锡人民东路A级 人民东路48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江苏家倍适锡沪路合厅 锡沪路280号华夏家居港一楼A817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无锡旗胜春申路专卖店 春申路五里新村98-1-6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无锡无锡森捷中南路专卖店 中南路28号-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梁溪区 江苏家倍适华东商贸城店 学前东路862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南京市六合区宝润建材管B区221号 南京市六合区宝润建材管B区22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六合体育场店 南京六合区德胜路5号（六合体育场旁）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江苏景威六合店 新景路9号 壁挂炉,新风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文承西苑 六合袁胡线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文馨花园 南京雄州西路199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龙池店 六合龙池方新路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旭日升店
大厂街道文承熙苑门面房紫艺华府售楼处正对面
大金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南京大厂店 南京市六合区长冲街店88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南京六合龙津路连锁店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龙津路35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园西路 南京园西路19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大厂宜团家居店 大厂旭东路378号宜团家居建材城2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六合区 南京苏宁大厂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长冲步行街88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徐州市 邳州市 邳州赋隆大运河专卖店 大运河装饰城南门外B103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桥北店 南京市浦口区大桥北路37号金都汇3栋2008室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威星尔玛店 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澜山9-109大金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区弘扬广场A2馆4楼4203
大金空调

南京市浦口区区弘扬广场A2馆4楼4203大金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美凯龙浦口商场 南京市浦口区红星美凯龙商场2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桥北金盛店 桥北金盛国际家居三楼A区03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林景雅园店 南京市浦口区白马路4-77号林景雅园东门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浦口店 南京市浦口区七瑶路7号10幢112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弘阳时代店 南京市浦口区弘阳时代中心一期3栋1606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浦口毅达汇创中心店 南京市浦口区毅达汇创中心5楼501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市六合区松杨路137号美的中央空调 南京市六合区松杨路137号美的中央空调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浦口区白马路店 南京市浦口区白马路81号9幢109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明发新城中心店 浦口区明发新城中心2-1-807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华侨城 南京大桥北路华侨城11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浦口社区店 南京浦口区旭日上城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乐家店
浦口区白马路通宇林景雅园东门 4-77号 日立中
央空调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汇暖佳弘阳广场专卖店 江苏省南京市弘阳广场3楼3348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大桥北路店 南京市浦口区大桥北路48号弘扬广场A2馆1至3楼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南京江浦店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路3号苏宁易购二楼
客服办公室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浦口区 金都汇广场 南京金都汇广场1栋17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迈皋桥弘阳店 南京市栖霞区经五路1-2号弘阳家居C1032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金盛国际家居店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合班村375号金盛国际家居5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弘阳家居店 南京弘阳家居1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高力家具港 南京高力家具港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南京迈皋桥店 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迈皋桥街71号锦华大厦1-3F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南京尧化门店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佳路7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南京仙林万达茂店
栖霞区仙林大道与守敬路交汇处万达茂3F（仙林
大道杨春路公交站）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苏宁易购晓庄店 南京市栖霞区晓庄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南京市 栖霞区 南京程美晓庄店 栖霞区和燕路329号大地雅特花园18幢6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星汉大厦 南京汉中门星汉大厦5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1865店 南京秦淮区1865创意产业园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江苏隆腾下店 南京中心38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江苏隆腾家居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二级) 南京中心38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隆腾
南京新港开发区恒通大道港美仓储新港仓库北门
108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惠驰 南京市秦淮区江宁路5号无为产业园D幢B座201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龙蟠中路店 南京市龙蟠中路530-1、2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汇暖佳石林家居专卖店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石林家居广场二楼
2301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淮海路店 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68号苏宁生活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白下商茂广场店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49号商茂世纪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1865凡德街区店
南京市秦淮区应天大街388号晨光1865创意产业
园凡德街区A2333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1865产业园店
南京市秦淮区应天大街390号1865创意产业园A1
栋241-242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鑫园 南京光华路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志佳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罗廊巷2号3栋6单元201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光华门鑫园店 光华路2号鑫园12-107门面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易嘉店
秦淮区应天大街388号1865创意产业凡德艺术街
区A2356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宏美意长乐路店 长乐路44-1号5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淮安嘉源淮海西路专卖店 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西路加州城A2-5-6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淮安市 清浦区 淮安锦绣国际装饰城A级店 西安路锦绣国际装饰城二期2088商铺 热泵

江苏省 徐州市 泉山区 徐州科霆淮安西路专卖店 淮海西路139-8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南通市 如东市 南通蓝鲸机电店 南通市如东县友谊西路7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南通市 如东县
南通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如东县
掘港镇珠江路雨润广场德国威能店B级

掘港镇珠江路雨润广场德国威能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通市 如东县 南通如东泽文店 南通市如东县长江路301号 热泵,空调

江苏省 南通市 如皋市 如皋市如城街道合厅
南通市如皋市如城街道城市花园沿街店铺38、39
号德国威能门店

壁挂炉

江苏省 南通市 如皋市
南通远航冷暖设备有限公司南通如皋如
城街道城市花园沿街店铺38、39号德国
威能门店 A级

如城街道城市花园沿街店铺38、39号德国威能门
店

壁挂炉

江苏省 镇江市 润州区 镇江未来懋业檀山路德国威能店 镇江市润州区檀山路86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沭阳县 沭阳浙江商贸城店
宿迁市沭阳县迎宾大道108号浙江商城南门德国
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泗洪县 泗洪斯贝尔尚城世家合厅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尚城世家东南角（斯贝尔舒
适家）

壁挂炉,新风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宿迁泗阳明祥瑞淮海路专卖店 淮海东路27—32号 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宿迁泗洪金格 水岸城邦北门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宿迁泗阳淮海路B级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淮海东路27-32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泗阳嘉盛阳光名邸
泗阳县长春中路3-33阳光名邸南门西侧德国威能
专卖店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园区红星美凯龙威能卖场店店苏州园区
红星美凯龙二楼卖场店

园区红星美凯龙二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邑森 苏州市工业园区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杨清路1号红星 杨清路1号红星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茗日园区店 华东装饰城2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宿迁市 宿城区 宿迁市居然之家店
宿迁市宿城区西湖路161号居然之家1号楼2楼德
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宿城区 宿迁市义乌商贸城店
江苏省宿迁市义乌商贸城精品街17栋27-1铺（德
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宿迁市 宿城区 宿迁发展大道店
宿迁市宿城区发展大道中豪国际星城2883号德国
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八一东路店 睢宁县八一东路11号（建行东100米）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太仓市 太仓佰吉特月星店 太仓月星广场1#-3#（A幢）1-1商铺1105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兴市 泰州博阳庆东路专卖店 泰兴市国庆东路86号（大润发对面）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兴市 泰州市月星家居专卖店 泰兴市阳江路月星家居一楼A108-109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医药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

泰州恒杰迎春西路专卖店 泰州迎春西路3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州医药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

泰州恒杰红星美凯龙旗舰店 泰州市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F8005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天宁区
常州协晟九洲新世界店常州天宁区兰陵
北路与劳动西路交界口九洲新世界B级

兰陵北路和劳动西路交界口九洲新世界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常州市 天宁区 江苏美生宜家飞龙路旗舰店 飞龙东路120-1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天宁区 常州美生宜家美吉特旗舰店
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101号美吉特国际酒店用
品广场四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天宁区 常州中暖万都家居陶瓷城店 中吴大道72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常州市 天宁区 江苏环冷老蒋家装店 常州天宁区和平中路413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盐城九方冷暖科技有限公司（解放路
店）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解放南路203—19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盐城百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华夏绿城
店）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南路16-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盐城苏宁大铜马店盐城亭湖区盐城苏宁
大铜马店B级

盐城市亭湖区建军中路59号 壁挂炉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维能特（盐淮）门店 维能特（盐淮）门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首兴兴宇国际店 盐城市盐都区兴宇国际一楼（大金空调）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区 九方红星美凯龙店 盐城市亭湖区红星美凯龙二楼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苏州松芝红星专卖店 吴江区.中山南路588号.红星美凯龙A馆二楼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鹏成 仲英达道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苏州宅艺吾悦广场合厅 苏州吴江区吾悦广场一楼金街F012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吴江乐享电器有限公司苏州仲英大道512
号A级

苏州市吴江区仲英大道422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苏州鹏曼锦业路店 苏州市吴江区锦业路71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舒房住宅 苏州市迎春南路96-2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宏合友 苏州市珠江路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苏州必家美冷暖设备有限公司苏州新区
商业街B级

苏州华润新区营业厅新区商业街19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苏州必家美苏州通安盛安广场5幢116-
117室华润展厅B级

苏州华润通安营业厅通安盛安广场5幢116-117室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苏州舒好家木渎店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207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茗日苏州吴中区华东装饰城A级 华东装饰城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吴中区 赢用吴中好得家红星店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好得家建材家具广场西区
4楼D8017

壁挂炉,新风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江苏环冷广电西路旗舰店 广电西路16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江苏乐家常武红星店 常武南路559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江苏美生宜家天安数码城店常州常武南
路588号天安数码城A级

常武南路588号天安数码城A座2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锡山区
居然之家威能店无锡新吴区居然之家生
活MALL合厅

金城东路18号居然之家家居生活MALL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锡山区 江苏家倍适锡山红星店 无锡市锡山区团结南路1号一号馆三楼电器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锡山区 江苏家倍适春江花园店 华夏南路255-1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相城区 苏州安迪维佳相城店 相城区采莲路82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相城区 安迪维佳苏州采莲路88号沿街B级 苏州市相城区采莲路828号 壁挂炉

江苏省 盐城市 响水县 滨海县西门子专卖店威能厅 响水县黄海路二汽公司南60米西门子专卖店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中暖新北店 天山路2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江苏环冷新北店 太湖东路134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中暖孟河店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大道1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中暖新北店常州天山路A级 新北区天山路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江苏环冷新北一米店 河海中车创享天地1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徐州市 新沂市 徐州宝瑞祥市府路专卖店 市府路宏基天城门面房8-11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淮安市 盱眙县
盱眙科能冷暖设备有限公司（海通建材
城店）

盱眙县海通建材城德国威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徐州宏润世贸广场专卖店 兵马俑路世茂广场外街7/109、110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玄武区
常州一鸣府西花园店常州龙锦路府西花
园商铺8-105A级

新北区龙锦路府西花园南门商铺8-105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淮安梓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A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河畔花城53幢53-47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淮安宝泰冷暖设备有限公司淮安经济开
发区上海新城二期（凯旋宫）7-2号 B级

经济开发区上海新城二期（凯旋宫）7-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淮安嘉源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淮安清江浦
区淮海西路加州城A2-5-6德国威能 A级

清江浦区淮海西路加州城A2-5-6德国威能 壁挂炉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淮安市德国洁水专卖店 淮安市淮海西路加州城D区-12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万达店淮安万达广场专卖店 淮安万达广场 热水器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加州装饰城店淮安加州装饰城专卖店 加州装饰城 热水器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锦绣装饰城店淮安锦绣装饰城专卖店 锦绣装饰城 热水器

江苏省 淮安市 玄武区 淮安市加州装饰广场威能专卖店 淮安市淮海西路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柳营店 南京市玄武区柳营100号318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龙蟠路店
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147号一楼四、楼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桥北路48号弘阳建材馆4楼
4218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徐庄苏宁易购生活广场店 徐庄生活广场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玄武区 程美店 红山路88号常发广场4号楼509-510室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园区红星美凯龙威能卖场店店苏州园区
红星美凯龙二楼卖场店

园区红星美凯龙二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苏州天合园区红星专卖店 苏州市园区扬清路1号红星美凯龙1楼北2门门口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太仓百吉特太仓城厢镇月星家居A级 苏州太仓市郑和西路月星馆北门1栋12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苏州赢用苏州聚茂街专卖店 苏州市相城区聚茂街185号806、818室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相城店苏州聚茂街185号专卖店 苏州市相城区聚茂街185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香港商贸城苏州张家港东二环路15号合
厅

张家港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玄武区
金茂广场店苏州张家港泗杨路232号专卖
店

张家港市金茂广场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无锡市 玄武区
无锡市骏辉暖通春申路店无锡春申路专
卖店

梁溪区春申路144-148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无锡市 玄武区 无锡无锡鹏杰锡沪西路合厅 锡沪西路288号6F-03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无锡市 玄武区
江苏家倍适锡沪路居然之家店无锡锡沪
东路居然之家A级

锡沪东路1号居然之家A馆3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徐州市 玄武区 徐州宏润徐州和平大道V级 江苏省徐州市升辉装饰城5厅3楼A-156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徐州市 玄武区
徐州吉顺徐州三环路东路升辉国际家居
广场A级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升辉装饰城新五厅三楼246
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盐城市 玄武区
盐城普宁冷暖设备有限公司盐城阜宁县
哈尔滨路452号 A级

阜宁县哈尔滨路452号 壁挂炉,热水器

江苏省 盐城市 玄武区 盐城苏宁铜马店威能厅 盐城市建军中路169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扬州市 玄武区 扬州万晟文汇西西路V级 扬州市文汇西路393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

盐城首兴解放南路合厅 盐城市解放南路268号金鹰天地广场2栋511室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嘉源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盐城市盐都区世纪大道红星美凯龙二期一楼
A8053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德国威能红星美凯龙专卖店 世纪大道615号红星美凯龙二期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九方盐城解放南路阳光世纪城B级 解放南路阳光世纪城203-19号（大润发对面） 壁挂炉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区
江苏嘉源冷暖工程有限公司盐城盐都区
世纪大道红星美凯龙二期一楼A8053德国
威能 A级

世纪大道红星美凯龙二期一楼A8053德国威能 壁挂炉

江苏省 镇江市 扬中市 明珠湾店 扬中市明珠湾480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扬州万晟龙川南路专卖店 扬州市江都龙川南路85号大金空调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扬州万晟邗江中路专卖店 扬州市邗江中路555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扬州万晟邗江中路旗舰店 扬州市邗江中路583号 壁挂炉,水处理

江苏省 扬州市 仪征市 仪征景威仪征 广电大厦威能店 仪征市真州镇西园路11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市 宜兴远大解放东路专卖店 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32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区 卡子门店 南京市雨花区卡子门大街1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区 雨花南路店 南京市雨花区雨花南路51-6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区 南京市雨花区弘阳装饰城1号门店 南京市雨花区弘阳装饰城1号门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区 南京雨花区绿地之窗C3-1101 南京雨花区绿地之窗C3-1101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明发商业广场店 南京雨花台区明发商业广场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雨花展厅 南京雨花台区汇智大厦 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南站绿地之窗店 南京南站绿地之窗店C3座1107-1114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卡子门红星美凯龙店 卡子门红星美凯龙负一楼北厅F8558-F8559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明发广场店
南京市雨花区玉兰路99号明发商业广场1栋1168
室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明发商业广场店 南京明发商业广场1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未来空间站 南京民智路10号920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汇智大厦店 南京雨花台区汇智大厦A区2楼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云密城店 宁双路云密城K栋1203B 壁挂炉

江苏省 南京市 雨花台区 南京家乐家德国威能旗舰店
江苏省南京市卡子门大街88号石林家乐家1705号
展位

热泵,空调

江苏省 苏州市 园区 苏州天合顺电专柜 苏州园区旺墩路时代广场7栋顺电二楼别墅区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徐州市 云龙区
徐州升辉广场店徐州三环东路升辉国际
家具A级

三环东路2号 壁挂炉,热泵,空调

江苏省 徐州市 云龙区 徐州三环东路升辉国际家具A级店 三环东路2号 热泵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张家港港华威能店 张家港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 苏州安然张家港店 东环路38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张家港良辰美景红星美凯龙店 张家港红星美凯龙二号馆二楼南区B8031-8032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 安然东环路店张家港东环路39号A级 东环路3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江苏环冷茶花路店 茶花路宝龙国际花园53－65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常州市 钟楼区 江苏环冷海航装饰店 常州钟楼区常春弄支路40号 壁挂炉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乐家金坛店常州金坛区鑫城大道红
星美凯龙对面A级

鑫城大道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淮安市 江苏晨皓淮安西安锦绣国际装饰城A级 西安路锦绣国际装饰城二期2088商铺 壁挂炉,热泵,空调

江苏省 南京市 晨皓V级店 卡子门大街88号石林家乐家1楼170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舒房科技燃气公司展厅苏州劳动路B
级

劳动路与西环路交叉口向南100米燃气公司大楼2
楼展厅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四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晟昇）苏
州高新区B级

苏州市景峰路156号附近,101park 壁挂炉,系统组件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向往苏州干将西路1313号B级 干将西路1313号 壁挂炉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天合苏州干将东路531号A级 干将东路531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常禾月星家居店无锡锡沪东路月星
家居A级

锡沪东路199号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安义县
南昌市佳宜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南昌安义
县向阳路A级

向阳路（现代名门21栋4号门面） 壁挂炉

江西省 萍乡市 安源区
萍乡威能泉来净水合厅萍乡洪山路红星
美凯龙专卖店

洪山路21号红星美凯龙 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安远县 安远威能格力合厅赣州安远大道合厅 安远大道财富广场格力中央空调店 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东湖区 乐安威能大金合厅抚州惟益路合厅 乐安县华美立家大金中央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东湖区 抚州豪能德国威能合厅 抚州市玉茗大道南延伸段华福公寓13号店铺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东湖区 南丰豪能日立中央空调合厅 南丰县国安商业街15栋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东湖区 崇仁豪能美大集成灶合厅 崇仁县宝水中央48-50号店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东湖区 赣州大松赣州南康B级 南康区蓝田大道20-185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东湖区 赣州豪能华杨暖通合厅 江西省赣州市杨公路越秀花园雅秀轩5-6号店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东湖区 兴国豪能美大集成灶合厅 兴国县将军大道美大集成灶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东湖区 赣州豪能日立红星合厅
赣州市蓉江新区毅德城3号馆红星美凯龙一楼南
门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东湖区 同益豪能空气能合厅 宁都县三环南路香江国际小区旁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吉安市 东湖区 万安豪能美大集成灶合厅 万安县凤凰路326号美大集成灶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吉安市 东湖区 吉安豪能老板电器合厅 吉安市吉州区文山路82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景德镇市 东湖区 乐平豪能庆新暖通合厅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尼电路瑞启花园26号店铺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景德镇市 东湖区 浮梁县豪能老板电器合厅 浮梁县滨湖名都老板电器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瑞昌西门子家电九江襄溪西路合厅 瑞昌市林安国际建材城精品馆西门子厨电 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德安县豪能美大集成灶合厅 义峰路福乐家园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彭泽县豪能木林厨卫电器合厅 九江市彭泽县汇金广场13栋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共青城豪能老板电器合厅 共青城市发展大道22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湖口豪能华美立家智能厨房家居合厅 湖口县华美立家建材一条街10栋30-3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武宁豪能中宇卫浴合厅 武宁县建材市场6-119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东湖区 都昌豪能欧特斯空气能合厅 都昌县建材市场B3栋210-211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谦和南昌西湖区盈家荟家居广场A级 盈家荟建材家居广场2#219-220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学府大道威能店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绿湖豪城二期
S1-125店面

壁挂炉,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绿湖豪城店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红角洲凤凰南大道绿湖豪城
小区二期西门格力中央空调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豪能巨汇抚河路店 南昌市抚河路巨汇建材广场2楼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豪能月星广场昌南店 南昌振兴大道777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新建豪能德国威能店 新建县长麦路155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德兴市豪能欣宝暖通合厅 德兴市银城南路凤凰家居建材城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南昌豪能水之良合厅 南昌市喜盈门家具建材市场1楼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进贤豪能专卖店 南昌市进贤县中心大道1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九龙湖德国威能店 赣江南大道1177号左岸商业中心2栋105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西省 萍乡市 东湖区 萍乡德合建设东路店 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建设东路380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萍乡市 东湖区 萍乡德合楚萍东路店 江西省萍号乡市后埠街楚萍东路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萍乡市 东湖区 萍乡德合公园南路店 江西省萍乡市凤凰街公园南路330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萍乡市 东湖区 萍乡德合萍水北路店
江西省萍乡市萍水北路北星小学综合楼燃气公司
用户所1楼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萍乡市 东湖区 萍乡豪能经济开发区福霖合厅 萍乡市建设东路151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东湖区 上饶豪能德国威能店 上饶市红星建材一楼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东湖区 余干豪能中广家电合厅 余干县德胜大道307-309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东湖区 广丰豪能美大合厅 广丰县兴旺国际建材城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东湖区 铅山豪能美大合厅 铅山县古镇街头往虹桥方向300处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东湖区 樟树欧特斯威能人合厅宜春樟树B级 樟树市建材城10栋11-120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东湖区 丰城市豪能昱昇空调合厅 丰城市豪翰五金城22栋7-8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东湖区 宜春豪能卓越暖通合厅 江西省宜春市高士北路971号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东湖区 上高豪能美的中央空调合厅
上高县新城区正通路35号（锦江豪庭小区大门
口）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东湖区 宜春豪能盛华电器合厅 宜春市南氏国际商贸城109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鹰潭市 东湖区 芬尼经营部鹰潭象山路大店 信江新区滨江一号沿街商铺4-105 壁挂炉,水处理

江西省 鹰潭市 东湖区
格林美科技贸易有限公司鹰潭安仁大道B
级

余江县安仁大道格力中央空调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鹰潭市 东湖区 鹰潭豪能芬尼合厅 鹰潭市信江新区水木清华1号楼22-23铺 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丰城市 丰城威能格力合厅宜春龙光中大道合厅 龙光中大道东方馨园P14-16格力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抚州市 抚州玉茗大道店（合厅） 抚州市玉茗大道12号 壁挂炉

江西省 抚州市 广昌县 广昌威能亿田合厅抚州东沿河路合厅 滨江东路与莲乡大道交叉口西南200米 热水器

江西省 鹰潭市 贵溪市 贵溪威能格力合厅鹰潭建设路合厅 贵溪市金色年华广场 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红谷滩区 天使金融广场红星美凯龙二楼威能店 江西省南昌市天使金融广场红星美凯龙二楼威能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红谷滩区 丽景路德国威能店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丽景路740号（第1-2
层）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西省 吉安市 吉州区 吉安店（合厅）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239-5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进贤县 进贤县民和路店（合厅） 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丽景花城7栋1-4商铺 壁挂炉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市 九江庐山国际店（专卖店） 新湖庐山国际正门右侧G5栋2-110门面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江西省 景德镇市 乐平市 乐平威能欧特斯合厅景德镇大连路合厅 乐平市赣东北商贸城 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濂溪区 华东精品馆店 华东市场精品馆二楼0768号商铺 壁挂炉

江西省 萍乡市 萍乡市 萍乡建设东路店（专卖店） 萍乡市建设东路380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隆鑫广场店（专卖店） 南昌市洪都大道隆鑫广场 壁挂炉,水处理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隆鑫都会1905写字楼
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中大道87号隆鑫都会
1905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香江威能格力合厅南昌解放西路合
厅

南昌市香江家居A馆格力中央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青云谱区 天使水榭公馆B1座1018室写字楼
江西南昌市施尧路1111号天使水榭公馆B1座1018
室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青云谱区 江西南昌天使水榭公馆 施尧路1111号天使水榭公馆B1座1018室 壁挂炉,新风

江西省 宜春市 上高县 上高威能西门子合厅宜春友谊路合厅 友谊路7号 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万年县 万年威能特灵合厅上饶万盛大道合厅 万达建材一楼155商铺 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万载县 万载威能格力合厅宜春康乐大道合厅 万载县康乐大道 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武宁县
武宁威能格力合厅九江九岭大道武宁建
材合厅

武宁建材市场格力中央空调店 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巨汇店（专卖店） 南昌市抚河南路27号巨汇家居建材广场2F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喜盈门威能店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喜盈门建材家居广场一楼威
能门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晨铭力高滨江国际写字楼 江西省南昌市力高滨江国际B座3210 壁挂炉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豪能安石路店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安石路8号 热水器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江西十八度设备暖通有限公司 子羽路888号红星美凯龙一号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江西省 南昌市 新建区 德国威能南昌西站大街华南城V级 华南城e+国际建材大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西省 上饶市 信州区 上饶红星店（专卖店） 上饶市信州区红星建材市场店 壁挂炉,水处理

江西省 九江市 修水县 修水威能大金合厅九江宁红大道合厅 修水县帝景观澜17幢113~115铺(大金中央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九江市 浔阳区 德瑞舒适家 九龙街步红花园 壁挂炉

江西省 九江市 浔阳区
九江暖洋洋长虹西路店九江长虹西路街
边A级

长虹西路33#11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宜丰县 宜丰威能格力合厅宜春永康路合厅 宜丰县西雅苑 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于都县 于都威能日立合厅赣州贡江大道合厅 于都县翡翠湾3期23号店面 热水器

江西省 新余市 渝水区 新余仰天岗大道威能店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仰天岗大道616号 壁挂炉

江西省 新余市 渝水区 新余威能日立合厅新余北湖西路合厅 新余市沿江路360号 热水器



江西省 新余市 渝水区 新余威能日立合厅新余青年路合厅 青年路东方巴黎3号馆一楼 热水器

江西省 上饶市 玉山县 玉山威能大金合厅上饶金山大道合厅 金山大道 四季花城34-35号 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袁州区 宜春耀泽商贸城店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国际商贸城80栋12号 壁挂炉,新风

江西省 宜春市 袁州区
江西舒能暖通工程有限公司宜春宜商大
道广汇家居V级

宜商大道广汇国际家居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章贡区 赣州杨公路店（专卖店） 赣州市章贡区五指峰路城央一品4栋1-2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江西省 赣州市 章贡区 赣州威能大金合厅赣州章江路合厅 嘉福金融中心3栋107-108-109号大金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章贡区 赣州威能日立合厅赣州登峰大道合厅 登峰大道中海凯旋门F25商铺 热水器

江西省 宜春市 樟树市 樟树威能格力合厅宜春盐城大道合厅 樟树市盐城大道177号格力中央空调 热水器

江西省 抚州市 东乡威能格力合厅抚州大富大道合厅 东乡大富大道星艺佳格力 热水器

江西省 赣州市 龙南威能格力合厅赣州龙海路合厅 龙海路 热水器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阳中燃城市燃气营业厅 中心路19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威能联合路店 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9号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红星美凯龙 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路华南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华南家居大世界店 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路华南家居大世界 壁挂炉,水处理

辽宁省 朝阳市 和平区 德盛昌朝阳朝阳大街V级 双塔区朝阳大街一段274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大连市 和平区 大连威能黄河路店大连黄河路B级 西岗区黄河路350号 壁挂炉,水处理

辽宁省 大连市 和平区
大连大商胜利店大连友谊街大商胜利店B
级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谊街26号 壁挂炉

辽宁省 锦州市 和平区 辽宁省锦州市红星美凯龙店 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大街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辽阳市 和平区 辽宁登科中燃辽阳站前和平路店 辽宁省辽阳市站前和平路营业厅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盘锦市 和平区
辽宁登科商贸有限公司盘锦兴隆台居然
之家专卖店

兴隆台区兴油街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营口市 和平区 辽宁登科营口店 辽宁省营口市建设街68-甲8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营口市 和平区 辽宁登科鲅鱼圈店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昆仑大街博园小区-5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皇姑居然之家 黄河南大街38号居然之家6-04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沈阳市 浑南区 浑南全运社区店 沈阳市浑南区北环路首创光和城西门门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23号店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23号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辽宁省葫芦岛市百大电器店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百大电器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龙港区富都专卖店F2-C43-45 锦葫路富都家居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德盛昌葫芦岛龙港区中旺居然之
家V级

葫芦岛德盛昌葫芦岛龙港区中旺居然之家V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威能专卖店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88-1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普瑞森商贸大连沙河口区幸福家居
大世界A级

五一路105号 新风

辽宁省 朝阳市 双塔区 德盛昌朝阳朝阳大街V级 双塔区朝阳大街一段12-9富斯顿酒店北100米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抚顺市 顺城区 天胜舒适家 新城路1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葫芦岛市 绥中县 葫芦岛德盛昌葫芦岛绥中中央路A级 绥中县中央路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锦州登科市府路舒适家居专卖店 市府路97-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锦州登科市府路专卖店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97-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德国威能锦州燃气公司店锦州市府路B级 市府路吉祥新家园31-88号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辽宁登科鞍山店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街道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辽宁登科鞍山店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中华南路大德家世界  一楼
西厅电梯口旁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登科鞍山旗舰店鞍山中华南路A级 大德翠韵华庭A19号 网5商铺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辽宁登科建设大路旗舰店 建设东路43-5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辽宁沈阳徳佳瑞小北一中路旗舰店 兴华街道小北一中路6号1门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辽宁登科燃气生活馆店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75号 壁挂炉,热水器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建设路店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43-5 德国威能 热泵,空调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鞍山路威能专卖店 大连市西岗区鞍山路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兴城市 兴城居然之家专卖店 兴海街广场西路2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亿田百诺肯旗舰店 兴隆台街19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鹏宇翔沈阳黄河北大街红星A级 黄河北大街158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登科丹东新开路V级 新开路锦山大街兴七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德佳瑞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沈阳金卡
路居然之家亿丰时代广场店A级

浑南新区金卡路16号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王大汗店 包头市东河区王大汉村南海明珠一期30号底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兴蒙店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兴蒙建材城二楼南三区 壁挂炉,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九原区 和谐警苑店 包头市九原区和谐警苑A区14号底店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居然之家一店 包头市昆都仑区居然之家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居然之家V店包头名族东路居然之家A级 居然之家民族东路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民族东路店
包头市青山区民族东路富南小区5-14号底店德国
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空调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金荣建材城一店 包头市青山区金荣建材城C2-5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金盛国际家居店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二环与丰州路交界处金盛国
际家居A座3楼A09

壁挂炉,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鄂尔多斯市 新城区 内蒙古居然之家店 鄂尔多斯天骄南路109号 壁挂炉,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润宇居然之家店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居然之家建材馆4楼
1-4-031

壁挂炉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润宇红星美凯龙店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红星美凯龙1楼A区北
通道8025

壁挂炉,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新城居然之家店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居然之家建材馆4楼
1-4-031

壁挂炉,热水器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华杰美居 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路与兴安路交汇处 热水器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市 兴庆区
五星建材城店吴忠明珠东路五星建材城B
级

明珠东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银川市月星家居专卖店 银川市新华东街与丽景街交口往东100米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银川超威德塞上凝聚力专卖店 新华东街塞上凝聚力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银川金铂瑞信金茂建材城旗舰店 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银川现代厨电清河街店 清河南街东门桥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大金空调合店 正源南街长城路口 壁挂炉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金茂建材城店 银川兴庆区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7-1 热泵,空调

宁夏区 银川市 贺兰县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太阳城置换店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太阳城小区南门 壁挂炉,热水器

宁夏区 银川市 金凤区 碧水蓝天社区店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碧水蓝天西门口 壁挂炉

宁夏区 银川市 兴庆区 九鼎装饰店 银川市解放东街老大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青海省 海东市 城东区 青海卓享海东新区A级 乐都区 壁挂炉

青海省 西宁市 城东区 青海隆惠舒适家 青海省城东区八一中路1号翠雍天地14号1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青海省 西宁市 城东区 卓燃生活体验馆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1号 壁挂炉,热水器

青海省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
县

互助县民惠暖通经销部海东互助县威远
镇状元府B级

威远镇状元府西北角 壁挂炉

青海省 西宁市 卓享暖通门店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玩佳家博园二期广场南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城区 青岛索坤达滨州市槟城高杜建材城B级 黄河一路渤海八路高杜建材城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城区 约克德州中央空调德州德城区合厅 东风东路德百家居广场 热水器

山东省 聊城市 东昌府区 聊城红星美凯龙店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城街道办东昌东路与庐山路交
界处红星美凯龙二楼东厅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日照市 东港区 日照观海苑国际家居专卖店
日照市观海苑国际家居广场一层（黄海二路与海
滨五路交汇处西北角）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日照市 东港区 日照江豪建材城威能B店 日照市东港区江豪建材城精品沿街24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东营市 东营区 东营星凯家居馆专卖店 东营市黄河路鸿港医院西邻 壁挂炉

山东省 东营市 东营区 东营西三路百货大楼合厅 东营市东营区西三路25号百货大楼家电商场 壁挂炉

山东省 东营市 东营区 东营百货大楼合厅 东城东三路127号 壁挂炉

山东省 烟台市 福山区 烟台弘瑞黄海路专卖店 黄海路71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青岛索坤达高密亿诺暖通店潍坊凤凰大
街941号B级

凤凰大街941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济南市 槐荫区 山东鑫泽新能源汇统大厦店 山东济南槐荫区经七路汇统大厦10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山东省 济南市 槐荫区 山东鑫泽新能源济南经七路A级 山东济南槐荫区经七路汇统大厦10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济南市 槐荫区 山东鑫泽新能源济南经七路A级 经七路汇统大厦10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威海市 环翠区 威海润禾居然之家卖场店 山东省威海市世昌大道27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威海市 环翠区 威海润禾威海青岛中路美乐家居B级 青岛中路乐天世纪城扫号美乐家居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济宁市 嘉祥县
嘉祥县万海威能家用电器经营店济宁嘉
祥县兖兰街专卖店

兖兰街与文化路交叉口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青岛市 胶州市 德国威能青岛中云合厅 泰州路海博家居建材馆B119号 壁挂炉

山东省 青岛市 胶州市 怡口净水青岛三里河合厅 新城区御花园北门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莒南县 临沂莒南威能店 莒南龙山路与南外环交汇南150米路西 热水器

山东省 日照市 莒县 日照莒县威能店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莒州南路东润家园沿街楼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菏泽市 巨野县 菏泽巨野威能店 巨野县招商街北段路东,光麟世纪园对过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奎文区 潍坊同杰东方路专卖店 潍坊市奎文区东方路2663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烟台市 莱州市 青岛索坤达烟台莱州文昌建材城B级 文昌建材家居广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临沂市 兰陵县 临沂兰陵威能店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开元建材城南排 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临沂居然之家专卖店 兰山区北城新区居然之家五楼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临沂陆玖红星广场店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济南路与孝河路交汇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青岛索坤达临沂兰山区临沂商城国际会
展中心B级

蒙山大道与前十街交汇处临沂商城国际会展中心
3号展馆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临沂居然之家威能专卖店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天津路与孝河路路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崂山区
辽阳东路高科园装饰城威能新风,热泵专
卖店青岛辽阳东路高科园装饰城A级

辽阳东路高科园装饰城5号馆2楼B1 新风

山东省 青岛市 崂山区 青岛乐享家居青岛辽阳东路好一家A级 青岛市崂山区辽阳东路9号好一家2号馆2楼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崂山区 高科园店
青岛市崂山区高科园装饰城五号馆二楼B1.德国威
能

热泵,空调

山东省 济南市 历城区
青岛索坤达济南历城区华山珑城店济南
历城区华山中心A级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鹊山大道华山中心2909室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东营市 历下区 东营臻美垦利胜利家园合厅 垦利胜利家园南门 热水器



山东省 东营市 历下区 东营臻美东城日立合厅 东营市东城银座家居西800米 热水器

山东省 东营市 历下区 东营臻美利津日立合厅 利津欧式街168号 热水器

山东省 东营市 历下区 东营臻美海德舒适家合厅 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140号7栋111 热水器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济南温特莱经十路店 经十路15600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青岛市 历下区 胶州索坤达李哥庄合厅 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南100路西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日照市 历下区
潍坊亿能日照黄海二路观海苑观海苑国
际家居广场二楼日立空调B级

日照市黄海二路观海苑国际家居广场二楼日立空
调

热水器

山东省 淄博市 历下区 桓台日立空调专卖店 淄博市桓台县桓台大道2998号_4 热水器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佳特尼聊城永青路B级 永青路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临朐县 青岛索坤达潍坊临朐沂山路B级 沂山路交骈邑路交叉口东侧路北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烟台市 龙口市 青岛索坤达烟台龙口居然之家B级 山东省烟台龙口市居然之家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罗庄区 山东陆玖临沂罗庄区安吉尔B级 通达南路与湖北路交汇北200米路东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烟台市 蓬莱市 青岛索坤达蓬莱红星美凯龙A级店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南环路136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平度市 青岛碧水源胜利东路合厅 胜利东路6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山东省 临沂市 平邑县 青岛索坤达临沂平邑板桥路商贸城B级 板桥路平邑商贸城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青州市
青州怡口净水专卖店潍坊益家园商场二
楼B级

益家园商场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威海市 荣成市 威海润禾荣成观海居然店 观海东路98号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北区 青岛誉全盈青岛台东中心国美B级 市北区台东一路37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誉全盈辽阳东路高科园装饰城旗舰
店

辽阳东路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誉全盈黑龙江路居然之家专卖店 黑龙江南路7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青岛誉全盈香港中路国美合厅 南京路8号 壁挂炉

山东省 济宁市 市中区
经星美凯龙威能热水器,济宁高新区金宇
路合厅

高新区金宇路99号红星美凯龙 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寿光市 寿光宝力隆燃气合厅 寿光市公园北街4793号（燃气公司院内）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寿光市
寿光泉来净水潍坊德润绿城百花谷s70
（A级

圣城街全福元家居8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山区 泰安绿能东岳大街专卖店 东岳大街116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山区 永福水暖迎胜南路合厅 迎胜南路292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山区 泰安都芳泰安龙潭路居然之家A级 泰安居然之家 新风

山东省 泰安市 泰山区 泰安都芳泰安迎胜路B级 泰安七里装饰精品城 新风

山东省 临沂市 郯城县 临沂郯城威能店 临沂市郯城县建设路盐业公司门东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枣庄市 滕州市 山东恒越暖通有限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解放路天地人小区沿街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济南市 天桥区 山东鑫泽黄台环球家居广场店 山东济南天桥区小清河北路188-8号 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城区 青岛索坤达潍坊潍城益家园店
潍坊市潍城区卧龙街清平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
西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泰安市 新泰市
青岛索坤达新泰市中爱客多炉具销售中
心泰安新泰市青云路西首路南B级

青云路西首路南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枣庄市 薛城区 山东陆玖枣庄薛城居然之家A级 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菏泽郓城威能店 山东省临沂市郓城县金河路与义和路交汇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居我之家泉来净水专卖店淄博张店区合
厅

世纪路90甲6号 热水器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德国威能世纪路店 淄博世纪路4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山东省 淄博市 张店区 共拓舒适家专卖店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恒基花苑西门北侧,共拓舒适
家

热泵,空调

山东省 烟台市 招远市 烟台弘瑞招远居然之家店 烟台招远迎宾路1号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烟台弘瑞振华商厦专卖店 西大街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烟台弘瑞振华购物中心店 南大街7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烟台市 芝罘区 烟台弘瑞海阳坤元地暖合厅 海政路132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潍坊市 诸城市 青岛索坤达潍坊诸城和平街B级 和平街与四平路路口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川区 淄博赛能光电华光路专卖店 华光路59号 壁挂炉,热水器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川区 山东共拓淄博昌国路红星美凯龙卖场店 昌国路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新恒格青岛胶南红星A级 灵山弯路38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锦清源青岛鹤山路居然A级 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山西省 大同市 城区 大同煜众永泰南路专卖店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永泰南路玫瑰花都8号商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山西省 运城市 空港开发区 运城华威空港商贸城专卖店 山西省运城市空港开发区空港商贸城222号 壁挂炉,水处理

山西省 太原市 万柏林区 山西省太原市居然之家河西店 万柏林区河西居然之家 壁挂炉,热水器

山西省 运城市 闻喜县 运城市闻喜门店 运城市闻喜县龙海大厦底商 壁挂炉

山西省 晋城市 小店区 晋城市城区红星美凯龙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北路4268号 水处理,热水器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太原顺风顺水长风街居然之家专卖店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居然之家春天店5层
500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湛邦红星店 红星美凯龙二层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山西省 运城市 小店区 运城居然店 运城市居然之家 水处理,热水器

山西省 运城市 小店区 鑫源建材市场专卖店 运城市盐湖区鑫源装饰材料城外围M区9号 水处理,热水器

山西省 运城市 新绛县 运城市新绛县门店 新绛县学府康城底商 壁挂炉

山西省 运城市 永济市 永济德国威能 运城市永济北郊舜都市场六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灞桥区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东大明宫威能店 半坡路39号东三环大明宫1楼北厅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西安浩威延安东方红大道大明宫建材城
专卖店

陕西省延安市新区东方红大道24号大明宫建材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新区大明宫V店 新区大明宫建材市场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欧亚达建材家居店 尹家沟欧亚达建材家居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汉中市 城固县 城固县赛能朝阳路店 汉中市城固县朝阳路中段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渭南市 大荔县 大荔县鑫美建材城店 城关街道北关鑫美建材城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大荔县 居然之家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居然之家2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大荔县 居然之家(渭南店) 迎宾大道南段西侧万象城市广场内 热泵,空调

陕西省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县龙驹龙驹大街店 商洛市丹凤县丹凤县广场南路龙驹大街路口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商洛市 丹凤县 丹凤江岸龙居威能店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水泉社区
江岸龙居A区7号商铺

壁挂炉

陕西省 渭南市 富平县 朝阳街店 朝阳街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高陵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威能西韩街南段店 西安市高陵区西韩街南段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渭南市 韩城市 韩城状元中街店 陕西省韩城市状元中街 壁挂炉

陕西省 渭南市 韩城市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红星美凯龙店 红星美凯龙商场4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安康市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市金州国际店 金州国际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安康市 汉滨区 红星美凯龙店 红星美凯龙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陕西省 安康市 汉滨区 安康德国威能旗舰店安康湘西路V级 大明宫建材城旁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西安瑞好汉中西环路鑫辉建材城B级 西环路中段鑫辉建材城1楼门15/16号 新风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鑫赛能吾悦广场店汉中西大街吾悦
广场A级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一环路蓝田御苑小区12号
楼一层2号营业房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德国威能梁州路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梁州路吉祥苑小区一楼9号
营业房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德国威能专卖店虎桥路二店汉中虎
桥路A级

虎桥路 壁挂炉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德国威能虎桥路一店汉中虎桥路A级 虎桥路 壁挂炉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怡和美居威能专卖居安之家一店汉中东
一环路居安之家A级

东一环路居然之家一楼 壁挂炉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台区西环路威能专卖店汉中西环路A级 西环路华盛超市楼下 壁挂炉,新风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城固赛能舒适家德国威能大明宫店汉中
西一环路建材卖场A级

西环路大明宫建材城 壁挂炉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德国威能美声五一路店 五一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德国威能京东专卖店汉中西二环路A级 汉中市汉台区清水湾109号门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德国威能大明宫专卖店汉中西环路A
级

西一环路大明宫建材城百嘉汇店3楼 壁挂炉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德国威能中交国际店汉中民主街A级 民主街中交滨江国际东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市德国威能居然之家竹园店 天汉大道居然之家竹园店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德国威能美声电器店 劳动东路美声电器内 热泵,空调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东一环路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一环路学府花园南 热泵,空调

陕西省 安康市 汉阴县 德国威能河滨路店 河滨路与福兴街交叉口 热泵,空调

陕西省 渭南市 合阳县 合阳县解放北路V店 解放北路九龙湾小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陕西省 榆林市 横山区 榆林顺然荣横山店 北大街2号 壁挂炉

陕西省 西安市 鄠邑区 亿丰建材市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大明宫亿丰建材市场 热泵,空调

陕西省 安康市 岚皋县 岚皋县威能专卖店 岚皋县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蓝田县 西安市蓝田县长坪路店 西安市蓝田县长坪路众鑫超市对面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咸阳市 礼泉县 兴华街店 汤房街建材市场德国威能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临潼区 临潼人民路威能专卖店 人民路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市临渭区居然之家店 东风大街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前进路威能专卖店 临渭区前进路银花小区隔壁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荣发建材城威能专
卖店

临渭区乐天大街中段荣发建材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城市人家装饰威能
展厅

临渭区西四路新都荟5楼城市人家展厅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天然气公司威能展
厅

渭南师范学院朝阳小区渭南市天然气公司大厅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居然之家(渭南店) 东风大街41号西二路和西三路之间居然之家 热泵,空调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汉中聚能翠园路店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翠园路与新兴北路十字路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勉县德国威能大明宫建材城店勉县和平
路A级

勉县大明宫建材城一楼 壁挂炉,新风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翠园路店
汉中市勉县翠园路与新兴北路十字路口德国威能
旗舰店

热泵,空调

陕西省 汉中市 宁强县 宁强县德国威能专卖店 宁强县高速路口 壁挂炉

陕西省 安康市 平利县 安康平利县威能专卖店 安康市平利县城南客运站西对面50号门面房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安康市 平利县 平利威能大明宫店安康大明宫建材B级 平利大明宫建材城 壁挂炉

陕西省 宝鸡市 岐山县 威能宝鸡蔡家坡店 蔡家坡冠森建材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宝鸡市 岐山县
蔡家坡冠森威能店宝鸡岐山蔡家坡冠森
建材市场B级

蔡家坡镇东二路冠森建材城B01 壁挂炉

陕西省 咸阳市 乾县 乾县城关华帝精品店 乾县城关街道华帝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咸阳市 乾县 乾县三眼桥店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三眼桥 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咸阳市 秦都区 人民西路大明宫店 咸阳人民西路大明宫 热泵,空调

陕西省 咸阳市 三原县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东环路店 三原县党校十字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咸阳市 三原县 清河公园威能专卖店咸阳清河公园B级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清河公园南邻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商洛居然之家晨光店威能专卖店 商洛市商州区晨光居然之家二楼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大明宫威能店 晨光路大明宫 壁挂炉

陕西省 安康市 石泉县 石泉县威能专卖店 石泉县环城北路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榆林市 绥德县
绥德金阳光家居城店榆林绥德县镇定南
路金阳光家居城B级

金阳光家居城 壁挂炉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红星美凯龙龙首店2楼威能专卖店 西安市未央路8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红星美凯龙龙首店 未央区龙首村红星美凯龙二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苏宁未央路店西安未央路街道苏宁
易购B级

未央路苏宁易购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浩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二环苏宁
西安未央路街道苏宁易购B级

未央区北二环苏宁易购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北大明宫店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北二环大明宫家具
二楼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大明宫钻石店威能专卖店 太华北路大明宫钻石店三楼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瑞好京东线下店 未央路京东超级线下店5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瑞好北二环居然之家店 北二环居然之家 壁挂炉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瑞好北二环国美店 北二环国美电器2楼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瑞好北二环国美店西安未央区北二
环B级

北二环国美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威能马家湾店西安马家湾街道泾渭路B级 马家湾泾渭路 壁挂炉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市瑞好北二环居然之家店 北二环明珠居然之家 壁挂炉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陕西省西安市瑞好京东超级店 盛龙广场京东超级体验店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北大明宫建材城店 西安市北大明宫建材城2楼 热泵,空调

陕西省 延安市 吴起县 延安吴起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石湾转盘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吴起县 吴起县汽贸城威能专卖店 延安市吴起县汽贸城 壁挂炉,水处理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汉中市西乡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鹿岭路与梅园路十字向西50
米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安康市 新城区 汉阴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新区河堤路与福
兴路十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安康市 新城区 汉阴华岳汉阴县凤凰国际三期社区店B级 汉阴县凤凰国际三期小区东门 壁挂炉,水处理

陕西省 安康市 新城区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红星美凯龙威能专
卖店

安康市 高新区红星美凯龙威能店 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铜川市 新城区 铜川市新区威能专卖店 铜川市新区金裕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新城区 澄城县盛基百年建材家居店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盛基百年建材家居城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新城区 合阳县金塔建材市场店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金塔建材市场中段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新城区 天禧龙店 渭南市富平县天禧龙建材城二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新城区 蒲城县晓光太阳能直销处 渭南市蒲城县红旗路东段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渭南市 新城区 潼关县德国威能 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兴隆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浩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张家堡
街道苏宁易购B级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九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浩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安金花街
道苏宁易购B级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北路169号天彩大厦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瑞好锦业路锦业时代展厅 西安市锦业路锦业时代A座24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咸阳市 新城区 咸阳市大明宫德国威能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西路4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咸阳市 新城区 乾县南大街店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南大街53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咸阳市 新城区 泾阳县泾干宁宁水暖店 泾阳县铁门街3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咸阳市 新城区 咸阳市人民路店 咸阳市人民西路（正大国际东30米）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新城区 延川县威能经销店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郭家塔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新城区 延安富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沙梁街文明巷东口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延安市 新城区 志丹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汽车站对面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榆林市 新城区 靖边县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王家庙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榆林市 新城区 绥德县威能专卖店 榆林市绥德县镇定北街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榆林市 新城区
榆林顺然荣榆林榆林大道乙鑫建材城卖
场店店

乙鑫建材城 壁挂炉,水处理

陕西省 咸阳市 兴平市 兴平市鸿鹏水暖器材经销部 兴平市东城槐里路南排 壁挂炉

陕西省 咸阳市 兴平市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德威威能店 槐里路大明宫建材家居对面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安康市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威能专卖店 旬阳县城关镇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阎良区鑫源建材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大道鑫源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三森德国威能专卖店 三森家居建材城米兰厅1-1-3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南大明宫威能专卖店
陕西省西安市含光路南大明宫二楼厨电区威能专
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太白红星美凯龙威能店 太白路红星美凯龙负一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省西安市尚瑞锦业路装修设计渠道
展厅

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锦业时代2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瑞好电视塔国美店 长安南路88号电视塔国美二楼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瑞好电视塔国美西安长安南路电视
塔国美B级

长安南路117号国美电器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陕西省西安市尚瑞锦业路装修设计渠道
展厅

锦业路锦业时代B座2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汇鑫IBC店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一路汇鑫IBC C座 热泵,空调

陕西省 汉中市 洋县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德国威能北一环路店 洋县北一环路 壁挂炉,热水器

陕西省 铜川市 耀州区
铜川市耀州区威能专卖店铜川城关街道B
级

耀州区学古路与渠岸巷交叉口西北150米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陕西省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顺然荣喜盈门店榆林榆阳区喜盈门
建材市场A级

榆麻路喜盈门建材市场二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陕西省 西安市 周至县 周至一鸣农商东街店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农商东街老法院对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空调,

陕西省 安康市 紫阳县 安康市紫阳县专卖店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桥沟路惠民二期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圣祥汶水路店 上海市宝山区汶水路152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天合永乐共和新路店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4860号(近共康路口)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芝友汶水路红星美凯龙店 汶水路1555号Z8229展厅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适季宝山店 上海市宝长逸路15号一楼C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永乐楼宇保安公路店 宝安公路3718号1010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天合沪太路大融城店 上海市沪太路1111弄6号楼三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沪太店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1800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店 宝山区沪太路3100号B栋401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店宝山区沪太路3100号A座105 宝山区沪太路3100号A座105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菱格尚海整装宝山店 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1328号1号楼5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店宝山区顾村镇卖场店店 沪太路5355弄1幢107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上海科邦汶水店 上海市闵行区汶水路1526号 热泵,空调

上海市 上海市 崇明区 上海永乐楼宇崇明分店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引路14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天合苏宁奉贤云店 上海奉贤区南奉公路7500号苏宁生活广场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天合苏宁奉贤南桥店 南奉公路9269号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永乐望园路店 望园南路1658弄5号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伊洋南奉公路店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6119号102-103店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上海伊洋杭州湾建材市场店 奉贤区杭州湾建材市场9号楼18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上海悦阁惠民路店 上海市虹口区惠民路299店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天合永乐老西门店 黄浦区中华路1415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浦建一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346-358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长宁舒适家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999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浦建店 浦东新区浦建路620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南桥店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百齐路288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汶水舒适家店 上海市宝山区汶水路1555号红星美凯龙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奉贤云店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奉公路7500号苏宁生活广
场1楼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新沪宜公路店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3188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永乐老西门店 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1415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徐汇店 上海市肇嘉浜路989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长宁店 长宁区长宁路984号国美2楼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宜山店 徐汇区宜山路488号一楼国美电器	贾克玲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国美彭浦路店 闸北区共和新路4608临国美地下一楼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五角场店 五角场邯郸路585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汶水店 汶水路1555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中山公园店 上海市长宁路999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苏宁远东店 浦东南泉北路569号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天合国美中山公园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33号2楼 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燃气美途海防路店 静安区海防路522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店 嘉定区云谷路1388弄40号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塔秀路店 塔秀路113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上海永乐云谷路店 嘉定新城云谷路290号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上海金山红星美凯龙店金山区金山A级 上海市金山区杭州湾大道185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店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3号巨丰商务广场3楼
315室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锦信西康店 上海市西康路928号11层1102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玺淼吴中路店 上海市吴中路1388号红星美凯龙 新风,热泵,空调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健牌浦江镇店 浦江镇联行路1818号13幢一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富杉闵行店 上海市梅富路1005号E座2F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永乐漕宝路店 上海市漕宝路1243号4楼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永乐楼宇漕宝路店 漕宝路1243号4楼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梅陇店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235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闵行店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10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茄贵莘庄店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菱格莘庄店 上海市闵行区莘浜路85弄1号13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店 上海市闵行区友东路479号101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店闵行区莘建东路58号A座705 闵行区莘建东路58号A座708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德信浦江镇店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969号红星美凯龙2楼
B8163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店 莘建东路58号A座705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保乐绿洲香岛服务店 莘松路1288弄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上海红星美凯龙吴中店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388号红星美凯龙5楼E8011 热泵,空调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德信浦江镇店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969号3楼C8138 热泵,空调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去 上海天合苏宁闵行第一店 闵行区吴中路769号苏宁电器2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去 上海天合苏宁闵行第一店(二级） 闵行区吴中路769号苏宁电器2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苏宁浦建路店 浦东新区浦建路620号苏宁电器2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国美浦建店 浦东新区浦建路346-358号国美电器3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芝友临御路红星美凯龙店 浦东新区临御路518号综合馆三楼C8162展位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芝友金藏路红星美凯龙店 浦东金藏路158号红星美凯龙二楼B8113德国威能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苏宁浦建路店(二级） 浦东新区浦建路620号苏宁电器2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国美浦建店(二级） 浦东新区浦建路346-358号国美电器3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永乐楼宇浦东新区龙阳路爱客展厅B级 龙阳路2277号25楼爱客展厅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东明路旗舰店 东明路1792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苏宁浦东第一店 浦东新区南泉北路569号苏宁电器3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东明路旗舰店（二级） 东明路1792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天合苏宁浦东第一店(二级） 浦东新区南泉北路569号苏宁电器3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永乐楼宇浦东新区成山路极家汇B级 成山路2499号 壁挂炉,水处理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誉尚航鹤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鹤路905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尊享成山路合作展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2355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金桥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蓝天路51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龙阳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滴水湖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湖西二路800号401室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聿戈三鲁公路店 浦东新区三鲁公路68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章实秀沿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1155弄11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菱格德平路店 浦东新区德平路714号上海百姓装潢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五路366号1幢4FA405室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天合永乐光新店 普陀区光新路132号1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芝友真北路红星美凯龙店 真北路1208号北馆二楼B8322-2展位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集美金沙江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977弄8号603室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梅川店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131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108号南馆6
楼H8016

上海市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108号南馆6楼H8016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天合苏宁青浦公园路店 青浦区公园路458号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青浦店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4485弄A栋5号2-5室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上海茄贵徐泾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1800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鼎泮青浦区香花桥街道B级 青安路381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青浦店 青浦区嘉松中路5888号A座805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上海天合苏宁松江万达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号(万达广场1号门)二
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汉久松江区松蒸公路A级 上海市松江区松汇西路2263弄乐迎门建材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上海永乐楼宇松江分店 上海市松东路326号1号楼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大允松江月星家具店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799弄1号地下1层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嘉境松江店 上海市九新公路818号天宇歆翱科创园c座3/5/6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店 上海市松江区涞坊路1127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天合苏宁肇嘉浜路店 徐汇区肇嘉浜路955号苏宁电器1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芝友宜山路喜盈门店 宜山路407号喜盈门国际建材商城3层3032#商铺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天合蒲汇塘路店合厅（二级） 蒲汇塘路150号103德国威能展厅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威煦宜山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36号B57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菱格徐汇区小胖熊店 上海市吴中东路491号宏云广场2层小胖熊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菱格宜山路百姓门店 上海市宜山路439号5楼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菱格漕溪路店 上海市漕溪路198号一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天合宜山路家饰佳专卖店 徐汇区宜山路450号地下一层B106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天合宜山路家饰佳专卖店（二级） 徐汇区宜山路450号地下一层B1062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锦信徐汇区店 宜山路439号3楼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天合苏宁五角场店 杨浦区邯郸路585号苏宁电器2楼 壁挂炉,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茄贵百安居杨浦店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1616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闸北 上海茄贵百安居闸北店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3228号 壁挂炉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天合苏宁长宁路店 长宁区长宁路999号苏宁电器3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天合国美长宁店 长宁区长宁路986号国美电器2楼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岭北泉口路店 泉口路18号 壁挂炉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家宜美巴中秦巴大道黄家沟B级 秦巴大道西段黄家沟建材市场1楼底商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二环路南一段一号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二环路南一段一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56号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56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 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东路 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东路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四川成都实阳杉板桥路合厅店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桥路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德国威能热水器,东立国际展厅 羊子山路68号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成都蓝海成都羊子山路东立国际合厅 羊子山路东立国际广场 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成都森雅成都蓉都大道将军路富森美
（北门）V级

成华区蓉都大道将军路68号富森美家居建材馆5
楼A5117-A5118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启悦暖通遂宁开善东路居然之家万汇店V
级

开善东路59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启悦遂宁开善路永逸家居A级 船山区开善路永逸家居城4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居然之家万汇中心二楼德国威能 船山区开善东路761号居然之家二楼 热泵,空调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蓝海聚创宜宾南岸金沙江大道海韵建材
城帅丰合厅

南岸金沙江大道海韵建材城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四川宜宾实阳金沙江大道合厅店 宜宾市翠屏区金沙江大道1号正和装饰城510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恒宜美海韵建材城B级 海韵建材城1楼 壁挂炉

四川省 德阳市 德阳市 德阳市居然之家3楼德国威能专卖店 德阳市居然之家3楼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

四川省 眉山市 东坡区 眉山玉玲红星路专卖店 红星路玫瑰园7公寓门口 壁挂炉

四川省 眉山市 东坡区 眉山玉玲眉山东坡区富森美V级 富森美家居5楼 热水器



四川省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蓝鳍四季康城A级店 四季康城2楼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 都江堰太平街沃德瑞德国威能 都江堰太平街500号德国威能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乐山市 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家博家美装饰城一楼 峨眉山市家博家美装饰城一楼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四川绵阳欧能滨河北路专卖店 滨河北路东段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德国威能绵阳仁闻众达暖通旗舰店V级绵
阳绵兴中路209号居然之家V级

绵兴中路209号居然之家（东辰店）1楼1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居然之家高新店 绵兴中路209号居然之家一楼012 热泵,空调

四川省 南充市 高坪区 南充士比高红星美凯龙A级店 红星美凯龙2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绵阳市 高新区 四川绵阳欧能兴中路宜家美二店专卖店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中路宜家美国际家居-1F
—A10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绵阳市 高新区 宜家美国际家居店 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国际家居 5F B05号 热泵,空调

四川省 自贡市 贡井区 成都蓝海自贡马吃水富森B级 马吃水富森美家居五楼 热水器

四川省 自贡市 贡井区 齐鑫协力自贡贡舒路红星美凯龙A级 贡舒路红星美凯龙金街一楼 壁挂炉

四川省 广元市 广元市
广元市国际商贸城对面四号桥头威能专
卖店

广元市国际商贸城对面四号桥头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
治州

会理县 蓝海聚创凉山迎宾新街52-54号合厅 迎宾新街52-54号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成都蓝海乐山夹江广场B级 夹江广场 热水器

四川省 南充市 嘉陵区
南充士比高暖通光彩大市场B级店南充耀
目路光彩大市场B级

光彩大市场北区3栋118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简阳市 简阳红星美凯龙德国威能 石桥镇成简大道2号红星美凯龙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资阳市 简阳市 成都蓝海成都简阳E家天下沁园合厅 E家天下 热水器

四川省 宜宾市 江安县 成都蓝海宜宾蓝屏大道居然之家B级 蓝屏大道 热水器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成都蓝海绵阳江油恒大建材市场东鹏合
厅

恒大建材市场东坡 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四川成都韩尚营门口专卖店 成都市成都金牛区营门口迅驰大厦9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蜀威成都韦家碾V级 成都市金牛区韦家碾一路118号2栋9层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金堂县
金堂县弘诚装饰材料金堂新博新美德国
威能

新博新美2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壹加成都熊猫大道金悦家居城卖场店店 成华区熊猫大道88号蓝光金悦家居城 壁挂炉,水处理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其昌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成都苏坡东
路居然之家A级

青羊区苏坡东路居然之家3楼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成都实阳天府二街合厅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都中心2-1404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成都实阳蜀辉路合厅店 成都市青羊区蜀辉路33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成都燎源智谷大道合厅店 智谷大道169号·红星美凯龙簇桥商场2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成都锦华路三段86号居然琉璃
店合厅

锦华路三段86号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成都北门富森美建材店 成都市蓉都大道将军路68号北门富森美建材馆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广汉汉口店B级 德阳市广汉市雒城镇汉口路一段66号亿田集成灶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成都红星美凯龙天府店B级
成都市双流区剑南大道南一段红星美凯龙天府一
号店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成都北门富森美建材店B级 蓉都大道将军路68号富森建材馆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高新区苏宁广场威能店 成都高新区苏宁广场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广安市 锦江区 广安捷兴凌云路专卖店 广安市凌云路153号 壁挂炉

四川省 广元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广元居然之家店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咀国路98号居然之家三楼3-
7号

热水器

四川省 广元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广元居然之家店B级 利州区咀国路98号居然之家三楼3-7号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
治州

锦江区 蓝海聚创凉山凉山西昌乐居汇店合厅
西昌市航天大道二段北碧府路乐居汇装饰广场三
楼

热水器

四川省 泸州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泸州古蔺店B级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蔺阳大道天成名都兰苑贰柒
拾建材城

热水器

四川省 泸州市 锦江区 泸州市融腾富森美国际家居广场店 四川省泸州市富森美国际家居广场5楼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泸州市 锦江区
四川泸州融腾西南商贸城公司总部专卖
店

泸州市西南商贸城10区29街二楼 壁挂炉

四川省 眉山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眉山箭牌店 眉山市东坡区红星路223号 热水器

四川省 眉山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眉山科勒店 眉山市东坡区红星路东段18号科勒卫浴 热水器

四川省 眉山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眉山科勒店B级 东坡区红星路东段18号科勒卫浴 热水器

四川省 眉山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眉山箭牌店B级 东坡区红星路223号 热水器



四川省 绵阳市 锦江区 四川绵阳燎源游仙路合厅店 绵阳市游仙区游仙路31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绵阳市 锦江区 四川绵阳欧能东辰宜家美专卖店 绵阳市涪城区东辰宜家美4楼A6-1 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南充市 锦江区 四川南充实阳滨江中路合厅店 南充市顺庆区滨江中路一段431号 壁挂炉

四川省 内江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内江红星美凯龙店B级 市中区甜城大道999号红星美凯龙三楼厨电区 热水器

四川省 内江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内江石油路店B级 隆昌县石油路60号 热水器

四川省 遂宁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遂宁射洪亿田店合厅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虹桥路176号亿田集成灶 热水器

四川省 遂宁市 锦江区 格润依柯遂宁五彩缤纷路专卖店 河东五彩缤纷路保利江语城二期门口 壁挂炉

四川省 自贡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自贡红星美凯龙店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川南建辅建材城西(305省道
西)

热水器

四川省 自贡市 锦江区 蓝海聚创自贡红星美凯龙店B级 贡井区川南建辅建材城西(305省道西) 热水器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春意暖阳暖通A级店德阳庐山北路A级 庐山北路477号希望城财富中心E栋14-3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美佳居红星美凯龙负一楼B级 德阳市红星美凯龙负一楼德国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四川省 资阳市 乐至县 成都蓝海资阳帅乡大道B级 帅乡大道 热水器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融腾泸州龙南路科维B级 龙南路833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融腾泸州玉带路富森美V级 龙马潭区玉带路二段99号富森美家居建材馆5楼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龙泉驿区 蓝海聚创成都洛带建材街合厅 洛带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南充市 南部县
南部鲁尔暖通B级店南充南部县五金建材
城亿联大道86号B级

五金建材城亿联大道86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南充市 南部县 威能热泵南部县专卖店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蜀北街道办事处五金建材城
D区11栋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郫县 四川成都实阳蜀信东路合厅店 蜀信东路25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郫县
成都森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郫县富
森美家居A级

高新西区双柏录6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蒲江县 成都蓝海蒲江全兴路祥和舒适家B级 全兴路71号 热水器

四川省 乐山市 青江新区 红星美凯龙店
四川乐山市青江新区凤洲路1808号红星美凯龙1
楼A8010-A8011号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四川成都燎源苏坡东路合厅店 成都市苏坡东路27号附1、2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桔子舒适家武青北路B级店 武青北路25号佳和实业内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三通邛崃文君街德国威能 文君街道办朱水碾街249-251号 壁挂炉,新风

四川省 达州市 渠县
渠县春来暖通设备有限公司达川渠县长
德商贸城A级

渠县春来暖通设备有限公司达川渠县长德商贸城
A级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眉山市 仁寿县 仁寿永兴湖德国威能 永兴滨湖一号大金空调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遂宁市 射洪县 射洪壹诚太和大道B级店 太和大道北段 壁挂炉,新风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成都蓝海广元市中区美鼎城饰城合厅 美鼎城饰城 热水器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四川好朋友乐山凤洲路红星美凯龙V级店 凤洲路红星美凯龙1楼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四川内江融腾甜城大道专卖店 内江市中区甜城大道红星美凯龙二楼B8100 壁挂炉,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双流区 可威可保利天空之城B店 保利天空之城龙发装饰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双流区 红星天府一号店
剑南大道南段与牧华路交口红星美凯龙成都天府
一号商场2楼C8011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双流县 四川成都实阳蜀卫路北一段合厅店 藏卫路北一段137-141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四川添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南充澄泉路8
号 街边店V级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澄泉路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中油南充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南充延安路
417号A级

延安路417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通用家电西外中梁首府A级店 西外中梁首府25栋1楼7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跃成暖通红星国际B店 达州通州区中迪红星国际2-5-1-7 壁挂炉,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温江区 实阳机电温江店
光华大道三段1848号宜嘉居装饰生活广场负一楼
8038A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温江区 成都森雅温江店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129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实阳科华中路合厅店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2号科华天成3F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美格美嘉红星美凯龙双楠V店 二环路西一段6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恒信宏泰西二环合厅店B级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6号红星美凯龙B区
1429号

壁挂炉,水处理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阿波罗簇桥德国威能 洗面桥街8号3层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森雅都会路南门富森专卖店 富森美家居2号馆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楷尔瑞环球中心A店 环球中心N5-2009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天合智能星狮路中心专卖店 星狮路818号4栋3单元107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天合智能都会路南门富森专卖
店

成都市都会路99号南门富森国际商城B区3楼340A
号都会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天合智能二环路红星美凯龙专
卖店

二环路西一段6号2楼C8078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天合智能将军路北门富森专卖
店

富森美家居北门店5楼A-5137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四川成都天合智能剑南大道天府红星美
凯龙专卖店

天府新区华阳剑南大道一段19号1栋2楼C8073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天和西二街德国威能店（HP) 天河西二街106号 热泵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南富森家居店 都会路99号富森美家居建材馆三楼A349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北富森店 蓉都大道将军路68号富森美. 家居城北建材馆5楼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都会路富森美家居店
都会路99号城南富森美家居建材2号馆3楼A340-
341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星狮路店 武侯区星狮路818号大合仓星商界4栋3单元107号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浆洗街店 武侯区浆洗街30号南桥花苑1102号 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天和西二街店 天和西二街106号 热泵,空调

四川省 广安市 武胜县
成都蓝海广安武胜迎宾大道泰禾国际商
贸城合厅

泰禾国际商贸城 水处理,热水器

四川省 达州市 西外镇
西外镇金龙大道红星美凯龙商场通用家
电

西外镇金龙大道红星美凯龙商场通用家电 壁挂炉,水处理

四川省 成都市 新都区 实阳机电新都店 成都市新都区马超东路601号 壁挂炉

四川省 达州市 宣汉县
达州德洛舒适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达川
宣汉亿联建材城B级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亿联建材城B区10栋1楼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四川省 南充市 仪陇县 仪陇新政三三电器经营部B店 四川南充仪陇新政镇新南路28号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南充市 营山县 营山县盛华暖通B级 营山县亿联建材市场19栋1楼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三创建筑雅安熊猫大道居然之家专卖店 四川省雅安市市雨城区居然之家1楼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四川三创雅安大慈西街领地天屿观江府V
级

领地天屿观江府1楼底商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德国威能雅安V级店 领地天屿观江府1楼底商 热泵,空调



四川省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智汇舒适家B店 汇点商贸城1栋1-2号 热水器,系统组件

四川省 自贡市 自流井区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富森美家居5楼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富森美家居5楼 壁挂炉,热水器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成都楷尔瑞环球中心合厅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环球中心W1区9-1-2009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天府大道南段2608号
红星美凯龙美学中心A级

天府新区华阳天府大道南段2608号 壁挂炉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双流区剑南大道南一段与牧华路
交叉口

四川成都森雅剑南大道南一段红星美凯龙天府一
号专卖店V级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泵,空调

四川省 遂宁市 建峰华业遂宁太和大道A级 射洪县太和大道北段 壁挂炉

四川省 宜宾市 成都蓝海宜宾柏溪居然之家B级 柏溪居然之家 热水器

四川省 宜宾市 靖祥宜宾临港邦泰国际B级 宜宾市临港邦泰国际2栋12号 壁挂炉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智博星成河东区津滨大道红星美凯
龙B级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美凯龙三楼7319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美年广场 天津市美年广场4号楼302室 水处理,热水器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环渤海国际设计采购中心威能专卖店 河西区解放南路473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德国威能旗舰店 解放南路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组件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珠江装饰城店 天津市河西区珠江装饰城C22号 热泵,空调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德国威能优家购专卖店 津南区双港镇上海街57号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阿克苏国际商贸城威能专卖店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江南国际商贸城C区
109-119号铺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
治州

昌吉市
新疆海智投资有限公司昌吉昌吉国美电
器一楼B级

昌吉国美电器一楼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和静县
和静县德国威能专卖店巴音郭楞和静县
新建材市场A级

金泉路新建材市场店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喀什市 喀什市威能专卖店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健康路37号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 克拉玛依德国威能 克拉玛依市昆仑路6-16号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库尔勒盛府丽苑威能旗舰店 库尔勒香梨大道盛府丽苑门面4-11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焉耆县樱花卫厨专卖店 库尔勒市和静县天鹅湖路35号建材市场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巴州舒朗库尔勒市旗舰店巴音郭楞314国
道华凌市场V级

库尔勒市314国道华凌市场装饰装修区8栋
27,28,29,30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奎屯市 奎屯瑞德暖通空调有限公司 奎屯市库尔勒路58号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
海智公司居然之家店乌鲁木齐西外环居
然之家（高铁站店V级

乌鲁木齐市西外环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
科元赛大总店乌鲁木齐会展中街2800号V
级

会展中街2800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天山区 阿克苏市沙雅县威能专卖店 阿克苏市沙雅县嘉和居建材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天山区 温宿县专卖店 阿克苏市温宿县汉沃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天山区 阿克苏华能市场专卖二店 阿克苏市建设路华能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天山区 库车县店 库车县华能市场家电城22号威能专卖店 壁挂炉,热水器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和田市京渝市场专卖店 和田市京渝建材市场 壁挂炉,热水器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华凌市场店 乌鲁木齐市老华凌市场A座3楼C-100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德国威能宜品家春秋店
乌市沙依巴克区西城街872号宜品家春秋小区32-
1-6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乌市红光山红星美凯龙店 乌市红光山红星美凯龙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南湖国美店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国美
店B级

海智南湖国美店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国美B级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乌鲁木齐市老华凌市场B座2楼 乌鲁木齐市老华凌市场B座2楼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区 乌鲁木齐市居然之家店 乌鲁木齐市外环路居然之家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市区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洲城市花园瑞
景苑门店

新疆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街366
号新洲城市花园瑞景苑1栋1-15商铺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市区
海智铁路局国美店乌鲁木齐新市区铁路
局国美2楼B级

铁路局国美2楼 壁挂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库尔勒市
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

华凌市场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314国道旁华凌市场内装饰装修区8栋
27#28#29#30#

热泵,空调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中鸿蔚蓝昆明金源大道居然之家V级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居然之家世纪金源店1楼
DS14-1-1-075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昆明中鸿蔚蓝燃气公司合厅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109号 壁挂炉,热水器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居然之家店 居然之家(金源店) 热泵,空调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大舍白龙路得胜世博旗舰店
昆明市白龙路与东二环交汇处得胜世博店建材馆
1楼B1016-1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昆明智拓联盟路得胜家居合厅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纪俊园A区商业用房1-032
、1-033号

壁挂炉



云南省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昆明美好舒适家丰源路红星美凯龙
专卖店昆明沣源路红星美凯龙A级

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和昆曲高速交叉口西南侧 壁挂炉

云南省 曲靖市 麒麟区 昆明中鸿蔚蓝曲靖居然之家A级店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路口居然之家1楼008号商铺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昆明美好广福路合厅店 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12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昆明未来之家广福路合厅店 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十一家具A座五、六楼 壁挂炉,水处理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昆明前兴路大商汇合厅店昆明前兴
路B级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大商汇D区76栋1号 壁挂炉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昆明中鸿蔚蓝红星美凯龙A级店
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318号红星美凯龙商场五楼
E8209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大舍环境大商汇A级店 前兴路大商园K-01号商铺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云南省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
治县

昆明中鸿蔚蓝丽江嘉和建材店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嘉和建材城西区9-1-2 壁挂炉,热水器

云南省 昭通市 镇雄县 昆明中鸿蔚蓝昭通镇雄大都会专卖店 昭通市镇雄县大都会建材广场一期2-2-051 壁挂炉,热水器

浙江省 湖州市 安吉县 浙北大厦安吉店 浦源大道668号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浙江省 宁波市 北仑区 北仑苏宁家居集成体验馆 黄山路813号富邦世界广场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滨江第六空间店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88号第六空间大
都会国际建材馆2楼

壁挂炉,热水器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江南大道苏宁中央集成馆 江南大道288号康恩贝大厦A座1-3层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慈溪可瑞红星专卖店 红星美凯龙商城BF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慈溪衡力合厅店 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新城大道北路256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慈溪美联开发大道店 宁波市慈溪市开发大道815号美联智能楼宇 壁挂炉

浙江省 湖州市 德清县 浙北大厦德清店 德清县云岫南路凤栖酒店1楼展厅 壁挂炉,新风

浙江省 杭州市 富阳区 杭州瑞滋体育场路专卖店 体育场路172号 壁挂炉,水处理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杭州庭舒新时代专卖店 古墩路808号新时代家居广场3楼电器馆F7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湖墅南路苏宁中央集成馆 杭州市湖墅南路96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苏创杭州莫干山路月星家居B级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165号月星家居1楼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杭州奥的尔科技店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18-5号互动V谷2
幢3037室

热泵,空调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海曙苏宁家居集成体验馆 旗杆巷18号天一国际购物中心 壁挂炉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善县 世纪大道店 世纪大道2740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杭州欣锋秋涛北路专卖店 秋涛北路12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沃美凤起东路五福天星龙大厦店
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358号五福天星龙大厦B座
1302-1306室

壁挂炉

浙江省 衢州市 柯城区 衢州品尚店 衢化路436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温州市 乐清市 乐清市虹桥镇城南大道温州乐清A级 虹桥镇城南大道1005号 新风

浙江省 杭州市 临安区 杭州暖居临安专卖店 依锦街翠浪路玉兰花园西边S4-101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临平 杭州斯培尔临平专卖店 杭州市临平世纪大道258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热泵,空调

浙江省 杭州市 临平 杭州腾纳世纪大道专卖店 世纪大道西756号 壁挂炉,水处理

浙江省 温州市 鹿城区 三菱电机温州上塘合厅 上塘县前路530号 热水器

浙江省 台州市 路桥区 金蚂蚁运营中心店 台州市路桥区水天一色小区腾达路1099-45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台州市 路桥区 德国威能金街店台州路桥合厅 居然之家金街999-61号 热水器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嘉兴燃气凌公塘路店 凌公塘路819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浙江智热供暖由拳路店 由拳路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嘉兴信沃纺工路店 纺工路978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区 嘉兴方兴店 纺工路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湖州市 南浔区 南浔亿兴店 南林路61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海县 宁海优生活合厅店 宁海县气象北路743-745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威能温州瓯海红星国际专卖店温州梧田
街道红星国际家居广场A级

仙慈大道与大鹏路交叉路口红星国际家居广场负
一楼H8020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系统组件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陈旭家电温州瓯海合厅 月乐西街68号 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温州名家楼宇牛山广场温州瓯海牛山广
场A级

高昂路1号牛山广场3号楼606室 新风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威能热水器,红星国际专卖店温州瓯海区
专卖店

慈湖路红星国际家居广场负一楼H8020 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温州名家威能专卖店 温州市瓯海区牛山广场3号楼606室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温州牛山广场店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高昂路1号牛山广
场3号楼6楼

热泵,空调

浙江省 台州市 三门县 威能三门专卖店 三门县海游镇朝阳路2-22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嘉彩杭州萧山B级 萧山区通惠北路世纪龙建材市场6幢201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杭州欣锋杭州秋涛北路佳好佳B级 江干区秋涛北路12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新瑞杭州富阳金秋大道卖场店店 富阳区金秋大道92-96号 壁挂炉,水处理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德国威能杭州长河街道专卖店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1088号第六空间大都会
国际建材馆C404号

热水器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杭州中建大都会专卖店 江南大道1088号c4-21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杭州道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
路月星家居A级

拱墅区祥园路88号智慧信息产业园5号楼5楼 壁挂炉,新风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杭州中建德胜路专卖店 德胜路289号 壁挂炉,水处理,系统组件

浙江省 湖州市 上城区 湖州鸿安红旗路专卖店 红旗路366-368号 壁挂炉,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宁波可瑞第六空间专卖店
宁波市环城西路439号第六空间新星店建材馆F4-
1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宁波可瑞华生国际专卖店 宁波市华生国际家居广场C区厨电城2F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宁波瑞米宁波沧海路B级 沧海路1号港龙时代广场 壁挂炉,水处理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浙江省宁波市国美电器宁波天一广场华
润店

宁波市海曙区日新街50号华润万家2楼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国美华润万家店 宁波市宁海县中山中路太平洋国际购物中心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宁波市 上城区 浙江省宁波市国美电器宁海西子店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桃源中路168号西子国际广
场负一楼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绍兴市 上城区 绍兴鼎丰绍兴金柯大道红星美凯龙A级 柯桥区金柯大道1605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浙江省 台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久久暖通 天台县西演茅村88幢2号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国美电器丽水万地广场店 浙江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16号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乌牛信立电器 温州市永嘉乌牛地税分局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东来建材 月乐东街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喜得乐日立空调 喜得乐建材市场1幢2楼日立空调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大金空调温州红星旗舰店 温州市瓯海区红星国际家居广场负一楼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温州市 上城区 浙江省温州市德发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家电市场一区c幢23号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舟山市 上城区 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华之友电器店 普陀区沈家门东大街55号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舟山市 上城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凯虹广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东瀛路199号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舟山市 上城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文化广场华之友超市 舟山市定海区文化广场华之友地下商场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舟山市 上城区 浙江省舟山市爱丽舍橱柜 舟山市定海区爱家建材城2楼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舟山市 上城区 浙江省舟山市乐华电器 舟山市浦西陶瓷市场3楼301 水处理,热水器

浙江省 绍兴市 上虞区 浙江中建绍兴观山路B级 上虞区观山路170-3号水尚名都西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桐庐县 杭州桐澄科技店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石马路398号 热泵,空调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金城广场店湖州吴兴合厅 金城广场808号 热水器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凤凰路店 凤凰路654-656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浙北大厦吴兴店 南街观凤大楼3层 壁挂炉,新风,系统组件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义晨湖州店 太湖路562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湖州智鸿店 朝晖路27号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婺城区 丹溪路店 丹溪路789号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婺城区 李渔路店 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405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金华市 婺城区 威能李渔路店金华李渔路405号合厅 李渔路405号 热水器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新可瑞古墩路旗舰店 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700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易瑞总店 古墩路700号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斯培尔杭州欣然街A级 三墩欣然街17号 壁挂炉,新风,热泵

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欣然街店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欣然街17号天润科创园1号
楼7楼

热泵,空调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庆春路苏宁中央集成馆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嘉德广场122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杭州中奥晨晖路专卖店 晨晖路910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萧山管道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济仁路
68号B级

济仁路6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世贸广场苏宁中央集成馆 杭州市萧山区市中心789号绿都世贸广场1层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金华福来家义乌专卖店 义乌市江东中路322号 壁挂炉,水处理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楼店新村店 义乌市楼店新村8-5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汇达家电望道路店金华义乌市B级 望到路20号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汇达家电楼店新村分店金华义乌市B级 楼店新村8-5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世俊路店 义乌市世俊路33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义乌龙回店 浙江省义乌市龙回国际家居城三区3楼H40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宁波可瑞永达东路专卖店 永达东路88-1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宁波可瑞百丈东路专卖店 百丈东路1426弄5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宁波可瑞明珠路专卖店 明珠路428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鄞州苏宁家居集成体验馆 四名中路999万达广场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银泰苏宁家居集成体验馆 天童南路1008号罗蒙环球银泰城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和荣大厦店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路和荣大厦B座603室日立空调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星桥店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太平路46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易瑞杭州德胜东路恒大建材市场A级 恒大建材市场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

浙江省 宁波市 余姚市 宁波瑞华余姚合厅店 大黄桥南路683号 壁挂炉

浙江省 宁波市 余姚市 优生活余姚店 余姚市红星美凯龙一号馆负一楼大金空调专卖店 壁挂炉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绍兴鼎丰绍兴越西路金德隆专卖店 越西路800金德隆 壁挂炉,系统组件

浙江省 湖州市 长兴县 长兴群方店 车站东路9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湖州市 长兴县 科创长兴店 忻湖路7号 壁挂炉

浙江省 湖州市 长兴县 长兴银海店 东鱼坊历史文化街区19幢1-2层 壁挂炉

浙江省 杭州市 道创临安青山第六空间B级 青山镇大园路第六空间家居市场C馆2F-15 壁挂炉,新风

重庆市 重庆市 璧山区 璧山红星旗舰店 璧山区红星美凯龙一楼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大足区 大足希楠居然之家店 大足居然之家一楼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垫江县 垫江店 重庆市垫江县碧桂园3号门旁南阳西路106号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涪陵区 涪陵居然之家店 重庆涪陵区滨江大道52号居然之家大金店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居然之家金源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居然之家金源店1楼W-1015
德国威能（一号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邻里人江北区北滨路居然之家卖场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368号 壁挂炉,新风,热泵,空调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建玛特购店 江北区红旗河沟红石路5号 热泵,空调

重庆市 重庆市 江津区 江津艺禾沣店 重庆市江津区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九龙坡区 邻里人九龙坡区二郎居然之家卖场店店 迎宾大道33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九龙坡区 碧水康二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迎宾大道11号红星美凯龙B8016-
1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开州区 杨柳街店 重庆市开州区杨柳街春天花园306号 热泵,空调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茂盛源茶园店 重庆南岸通江大道宜居汇建材市场A区11-12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茶园店
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玉马路5号茶园红星美凯
龙二楼德国威能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首诺南坪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红星美凯龙建材馆1楼5号门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首诺茶园店 重庆市南岸区茶园红星美凯龙2楼C8050-C8053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黔江区 石柱鑫泳百美汇建材城 石柱县城东路130号附25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沙坪坝区 大学城店 大学城北路133号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铜梁区 铜梁居然店 铜梁居然之家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碧水康南红星店
重庆市南坪西路58号红星美凯龙建材馆1楼6号门
德国威能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万州红星美凯龙店 重庆市万州区科龙路88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铭源陈家坝店 南滨大道1111号 壁挂炉,新风,热水器,热泵,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重庆市杨家坪苏宁易购4楼 重庆市杨家坪苏宁易购4楼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南滨大道店 万州区江南新区南滨大道1111号 热泵,空调

重庆市 重庆市 永川区 永川广度难内环南路店 内环南路777号一区19幢附1-7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永川区 菱智商贸永川区中山路A级 汇龙大道281号,283号 壁挂炉,新风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北环锦橙路专卖店 重庆渝北区冉家坝锦橙路21号威能店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威德旗舰店 重庆市渝北区加工区二路5号（中盛弘翰北门）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龙湖MOCO店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MOCO龙湖家悦荟B馆1F-04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新晴江山樾店 康美街道欣悦路1号15号2-3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东润暖通北环渝北区冉家坝V级 冉家坝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东润暖通渝北区龙溪居然之家（聚信
店）V级

红石路150号居然之家（聚信店）1131-2-2-075
号摊位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重恒家北环店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483-485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欣茂欣国博店 国博大道5号附12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西部建材城地标专卖店 金开大道1222号西部建材城3A-6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鸳鸯聚信美景页店 重庆渝北区富森美聚信美威能店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金渝大道店 重庆渝北区金渝大道56号附68号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鸳鸯聚信美庆科店
重庆市渝北区聚信美家居世纪城北门金区1楼
1B016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居然之家园博园店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1226号附1号居然之家园
博园店L-1046德国威能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圣名世贸城店渝北区回兴圣名世贸城卖
场店店

两港大道圣名世贸城C2馆5楼 壁挂炉,水处理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威渝暖通总部店渝北区黄山大道专卖店 黄山大道中段89号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重庆威渝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渝北区渝北
唐卡装饰B级

重庆市渝北区汇流路3号三楼唐卡装饰公司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碧水康总部店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五红路187号（长安丽都6
幢101）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亚泽居然之家聚信店 龙溪镇居然之家聚信店二楼B-2065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亚泽居然之家园博园店 居然之家园博园店一楼L1031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焯程富森美店
金开大道1226号富森美聚信美家居一号店一楼三
号门旁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明善园博园店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1226号附1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邦冠聚信美店 湖月路32号 壁挂炉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威渝北红星店 重庆渝北区888号综合馆负一楼A8210-2展位 壁挂炉,新风,水处理,热水器,系统组件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德国威能室内气候系统体验店 银杉路水晶郦城五组团附3号1-7 新风,热泵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银衫路店 渝北区银衫路水晶郦城五组团附3号1-7 热泵,空调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聚信美店 金开大道1222号西部建材城4-A-9号 热泵,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