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铭仁百脑汇店 

中心 ID: AR41 

联系人姓名: 周义忠 

电话: 18826462040 

地址:  天河区天河路 590 号百脑汇电脑城一楼 1A05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深圳龙岗 Coco Park 店 

中心 ID: AR47 

联系人姓名: 张国华 

电话: 0755-28915331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梅坂大道雅宝路星河 world cocopark 四楼 L4s-019 号商铺 

邮政编码:  518131 

 

店铺名称：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北京路广百店 

中心 ID: AR63 

联系人姓名: 梁志鹏  

电话: 13160866288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295 号广百百货 8 楼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天河城店 

中心 ID: AR82 

联系人姓名: 杨泽凯  

电话: 13414104131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天河城百货 4 楼 405-407 档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佛山大信新都汇店 

中心 ID: AR85 

联系人姓名: 陈兵 

电话: 18688483932 

地址:  佛山市顺德新城区彩虹路 1 号大信新都汇一层 L1017/L1018 号商铺 

邮政编码:  5283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保利广场店 

中心 ID: AR86 

联系人姓名: 陈俊铭 

电话: 18613147743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宸悦路保利广场一楼 L1009 档 

邮政编码:  510308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万科云城店 

中心 ID: AR87 

联系人姓名: 傅伟乐 

电话: 13202407081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933-3 号万科云城 L108 铺 

邮政编码:  51064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悦汇城店 

中心 ID: AR127 

联系人姓名: 赵鹏 

电话: 13435430692 

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150 号悦汇城四楼微软授权 4A014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中舜深圳华强北街边店 

中心 ID: AR136 

联系人姓名: 黄受洪 

电话: 13132909380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华强电子世界一楼 H1D003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美林天地店 

中心 ID: AR137 

联系人姓名: 骆蕴璿 

电话: 13631439626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63 号美林天一楼微软专卖店 

邮政编码:  518131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番禺天河城店 

中心 ID: AR138 

联系人姓名: 陈志峰 

电话: 13560162620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 366 号番禺天河城 4 楼 444 铺微软店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深圳海雅店 

中心 ID: AR147 

联系人姓名: 周世铭 

电话: 13634292678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海雅缤纷城 5 楼-509 

邮政编码:  518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广州中舜中华广场店 

中心 ID: AR148 

联系人姓名: 黄昭杰 

电话: 13710155538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华广场四楼微软专卖店 

邮政编码:  510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梅林卓越汇店 

中心 ID: AR156 

联系人姓名: 田丽 

电话: 0755-82777695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 126 号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卓悦汇 419 微软店 

邮政编码:  518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宝能太古城店 

中心 ID: AR157 

联系人姓名: 石雯 

电话: 13202288338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宝能太古城北区负一楼 NB112-1 微软专卖店 

邮政编码:  518000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前海 intown 店 

中心 ID: AR159 

联系人姓名: 张慧敏 

电话: 15145691443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卓越壹号 T3 地下商场负一层 B1-41 Microsoft 微软 

邮政编码:  518052 

 
 

中心 ID: DGD01 

联系人姓名: 马浩斌 

电话: 020-38038890 

地址:  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703 室 

邮政编码:  510898 

 

中心 ID: DGD02 

联系人姓名: 潘新梁 

电话: 0769-22111508/22110508 

地址:  世博广场 G 区 1 楼 G1011 临街铺(麦当劳旁、沃尔玛后门对面） 

邮政编码:  523106 

 

 



 

中心 ID: DGD03 

联系人姓名: 梁俊炜 

电话: 0757-88580921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 号新鸿运电脑城 201 店 

邮政编码:  528000 

 

中心 ID: DGD04 

联系人姓名: 陈茂华 

电话: 0752-2395799 

地址:  鹅岭西路龙西街 3 号大大商务大厦 14A   

邮政编码:  516001 

 

中心 ID: DGD05 

联系人姓名: 梁俊华 

电话: 0750-3388433 

地址:  广东江门市东华一路 37 号新华电脑城一楼 112 号 

邮政编码:  529020 

 

中心 ID: DGD06 

联系人姓名: 陈福安 

电话: 0668-2275208 

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83 号深蓝电脑 

邮政编码:  525000 

 

 

中心 ID: DGD07  

联系人姓名: 林秋霞  

电话: 0754-83213008 

地址:  黄河路高新电脑中心 B 座 101 室 

邮政编码:  515041 

 

中心 ID: DGD08 

联系人姓名: 张军华 

电话: 0755-82813346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 521 栋 408 房 

邮政编码:  518033 

 

中心 ID: DGD09 

联系人姓名: 钟韵仪 

电话: 0757-22365566 

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金榜社区凤山中路 18 号顺德体育中心足球场外排 22 号 

邮政编码:  528300 

 



 

中心 ID: DGD10 

联系人姓名: 欧小琴 

电话: 0759-2278111 

地址:  人民大道南 45 号国贸大厦 A 座 5 楼 A15-A16 

邮政编码:  524001 

 

中心 ID: DGD11 

联系人姓名: 赵波 

电话: 0758-2318246 

地址:  天宁北路好世界购物中心四楼远望电脑城第 4 卡 

邮政编码:  526040 

 

中心 ID: DGD12 

联系人姓名: 边坤  

电话: 0760-88614443 

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西苑电脑城富华阁 13 楼 A 座 

邮政编码:  528437 

 

中心 ID: DGD14 

联系人姓名: 王云雷 

电话: 0755-29408160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路 4130-1 号（锦福大厦一楼临街店面） 

邮政编码:  518100 

 

店铺名称：微软尊享体验店 

中心 ID: SIS08 

联系人姓名: 郑泽栋 

电话: 18601352582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东路正佳广场东侧广晟大厦苏宁易购微软店中店 

邮址编码: 510600 

 
店铺名称：微软尊享体验店 

中心 ID: SIS24 

联系人姓名:  郑泽东 

电话: 18620615825 

地址:  广州市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 46 号华辉大厦 1 楼 

邮政编码: 440105 

 
店铺名称：顺电 

中心 ID: SD1 

联系人姓名:  刘武 

电话: 0755-83286262/0755-83286234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上步工业区 103 栋顺电 3 楼 

邮政编码: 518031 

 
 

店铺名称：顺电 

中心 ID: SD2 

联系人姓名:  严桂华 

电话: 0755-27857732/0755-26492915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 5 区海雅缤纷城 5 楼顺电维修部 

邮政编码: 518101 

 
店铺名称：顺电 

中心 ID: SD3 

联系人姓名:  陈健键 

电话: 0755-83286261/0755-83286255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102 号振华大厦顺电 2 楼家电医院 

邮政编码: 518021 

 
店铺名称：顺电 

中心 ID: SD4 

联系人姓名:  黄健 

电话: 0755-83282153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3 号中心城 UG 层 062 号顺电 

邮政编码: 518033 

 
 

店铺名称：顺电 

中心 ID: SD5 

联系人姓名:  杨永瑞 

电话: 0755-82668016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华润万象城 5 楼顺电 

邮政编码: 518021 

 
中心 ID: DGD17 

联系人姓名: 董典浩 

电话: 0755-28905375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7019 号 

邮政编码:  518100 

 
中心 ID: DGD18 

联系人姓名: 朱崇虎 

电话: 0755-89669365 

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 2006 号力高君御花园 9 号楼 9-15 



邮政编码:  518118 

 
中心 ID: DGD19 

联系人姓名: 王蓝蓝 

电话: 0756-2139897 

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海城电脑城 1 楼 105 号 

邮政编码:  519002 

 

店铺名称: 微软授权店-深圳东方盛隆深圳 Kkmall 店 

中心 ID: AR169 

联系人姓名: 罗灿 

电话: 17727951959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京基百纳空间 KKmall4 楼 L402 

邮政编码:  518000 

 
店铺名称: 深圳市福田区 kkone 购物中心 4 楼 

中心 ID: AR170 

联系人姓名: 史东盛 

电话: 18002580014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 kkone 购物中心 4 楼 

邮政编码:  51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