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门店名称 详细地址

1 北京 海底捞火锅(大钟寺中坤广场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中坤广场E座5层

2 北京 海底捞火锅(牡丹园店)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2号

3 北京 海底捞火锅(劲松店)	 朝阳区平乐园南磨房路29号（旭捷大厦）

4 北京 海底捞火锅(西单店)	 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09号西西友谊商场七层

5 北京 海底捞火锅(望京国际商业中心店)	 朝阳区望京街9号望京国际商业中心E座4层

6 北京 海底捞火锅(白家庄店)	 朝阳区白家庄路甲2号

7 北京 海底捞火锅(马家堡西路店)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11号二层

8 北京 海底捞火锅(红庙华商大厦店)	 北京朝阳区红庙延静西里2号东华商大厦二层

9 北京 海底捞火锅(石景山万达店)	 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18号万达广场C栋四层

10 北京 海底捞火锅(紫竹桥苏宁广场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4号苏宁电器一至四层

11 北京 海底捞火锅(翠微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2号凯德商场四层

12 北京 海底捞火锅(华联万柳购物中心店)	 北京市海淀区巴沟路2号华联万柳购物中心四、五层

13 北京 海底捞火锅(王府井in88店)	 东城区王府井大街i88百货八层

14 北京 海底捞火锅(斱庄蒲斱路店)	 北京市丰台区蒲斱路26号

15 北京 海底捞火锅(西直门枫蓝国际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枫蓝国际购物中心B座

三层

16 北京 海底捞火锅(天通苑华联店)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F区华联天通苑购物中心四层

17 北京 海底捞火锅(大屯北路店)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北路312号金泉美食宫四层

18 北京 海底捞火锅(望京港旅店)	 北京市朝阳区湖光中街甲六号望京港旅大厦二层

19 北京 海底捞火锅(太阳宫店)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新区C区凯德MALL B1层-50B/51

号

20 北京 海底捞火锅(丰台北路万丰桥店)	 丰台区丰台北路36号华铁咨询大厦一层、二层

21 北京 海底捞火锅(顺义华联店)	 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8号华联购物中心5层

22 北京 海底捞火锅(大兴星城商厦店)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兴丰大街西侧星城商厦6层

23 北京 海底捞火锅（通州华联店）
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北里天时明苑小区14号楼北京华联

天时名苑购物中心2F

24 北京 海底捞火锅（上地华联店）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院1号楼上地华联中心4层

25 北京 海底捞火锅(亦庄华联店)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文化园荣华中路华联购物中心三层

26 北京 海底捞火锅(崇文门新世界百货店)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3号新世界百货一期五层

27 常州 海底捞火锅(吾悦国际广场店)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123号吾悦国际广场A座5

楼

28 常州 海底捞火锅(通江中路丰臣国际店)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108号丰臣国际广场7楼

29 常州 海底捞火锅(新城吾悦广场店)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中路188号新城吾悦广场5层

30 成都 海底捞火锅(九眼桥阳光新业店)	 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87号阳光新业中心6-7F

31 成都 海底捞火锅(龙湖三千集店)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2号龙湖三千集3层

32 广州 海底捞火锅(珠影星光城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4号珠影星光城123、206号

铺

33 广州 海底捞火锅(北京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不中山四路交叉处黄金珠宝大厦五

层

34 广州 海底捞火锅(体育西路店)	 广州市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4楼

35 广州 海底捞火锅(机场路百信广场店)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309号百信广场三楼3037号

海底捞中行活动门店



36 广州 海底捞火锅(富力海珠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180号富力海珠城B

区01B、02单元

37 杭州 海底捞火锅(西湖店)	 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35号涌金广场五层

38 杭州 海底捞火锅(绍兴路店)	 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37号野风现代之星大厦三层

39 杭州 海底捞火锅(金城路店)	 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333号LSE城市生活广场三层

40 杭州 海底捞火锅(庆春路店)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87-1锦和大厦5楼

41 杭州 海底捞火锅（海达南路银泰店）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海达南路397号银泰百

货8层

42 合肥 海底捞火锅(之心城店)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189号之心城购物中心5F

43 合肥 海底捞火锅(蒙城路店)	
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不蒙城路交汇处北京华联商厦F2-

F3

44 合肥 海底捞火锅(长江中路银泰中心店)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98号银泰中心8楼809号商铺海

底捞

45 合肥 海底捞火锅(潜山路银泰城店)	 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190号银泰城三层

46 简阳 海底捞火锅（旭海广场店） 简阳市河东新区雄州大道路389号旭海广场4层A-4-1号

47 焦作 海底捞火锅(民主路店)	 焦作市和平街不民主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东

48 南京 海底捞火锅(中山南路店)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501号通服大厦四层

49 南京 海底捞火锅(太平南路店)	 南京市白下区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四层

50 南京 海底捞火锅(龙园西路店)	 南京市鼓楼区龙园西路58号黄河大厦二层

51 南京 海底捞火锅(中环国际店)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105号军人俱乐部内中环国际广

场四层

52 南京 海底捞火锅(上元大街店)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238号三层

53 南京 海底捞火锅(北京东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1号环亖凯瑟琳广场2楼

54 宁波 海底捞火锅(亖细亖店)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169号亖细亖商场A座5层

55 长沙 海底捞火锅（华创国际广场店） 长沙市芙蓉中路不开福寺路交汇处华创国际广场4层

56 长沙 海底捞火锅(黄兴步行街店)	 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北栋E区3001

57 长沙 海底捞火锅(雨花亭凯德广场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421号凯德广场雨花亭4

层19、20号

59 青岛 海底捞火锅(巨峰路万达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6楼

60 青岛 海底捞火锅（凯德广场店） 青岛市黑龙江南路16、18号凯德广场4层

61 上海 海底捞火锅(吴中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100号

62 上海 海底捞火锅(海宁路店)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269号二层

63 上海 海底捞火锅(逸仙路店)	 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580号四层

64 上海 海底捞火锅(长寿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468号四层

65 上海 海底捞火锅(北京西路店)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068号三层

66 上海 海底捞火锅(打浦路店)	 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1号金玉兰广场四层

67 上海 海底捞火锅(张杨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620号中融恒瑞大厦六层

68 上海 海底捞火锅(五角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585号苏宁电器五层

69 上海 海底捞火锅(龙茗路店)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1300弄58号古美生活购物广场三

层

70 上海 海底捞火锅(沪太路店)	 上海市闸北区沪太路785号14幢新华园五层

71 上海 海底捞火锅(华山路店)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2068号百联徐汇商务广场南5楼

72 上海 海底捞火锅(浦建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18号塘桥巴黎春天百货5楼



73 上海 海底捞火锅(南京东路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830号第一百货五楼

74 上海 海底捞火锅(芳汇广场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118号芳汇广场4楼

75 上海 海底捞火锅(江桥万达店)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051弄万达广场4楼

76 深圳 海底捞火锅(友谊路店)	 深圳市罗湖区友谊路63号友谊城五、六层

77 深圳 海底捞火锅(汉京大厦店)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国际2、3楼海底捞

78 深圳 海底捞火锅(汉京大厦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潮流会场L401、L402

79 深圳 海底捞火锅(龙岗星河时代店)	 深圳市龙岗区爱南路666号星河时代cocopark 5楼

80 深圳 海底捞火锅(海雅缤纷城店)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不建安一路交叉口海雅缤纷城四

楼星际传奇对面

81 深圳 海底捞火锅(华强北路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2009号茂业百货9楼901号

82 深圳 海底捞火锅(上河坊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塘路书香门第上河坊广场一

层1158-1161、1163B商铺

83 深圳 海底捞火锅（粤商中心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二路8号星河ico购物广场2楼（南

门入口扶梯上2楼，或者6#电梯上2楼）

84 沈阳 海底捞火锅(潮汇购物中心店)	 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8号潮汇购物中心六层

85 沈阳 海底捞火锅(小东路大悦城店)	 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6号大悦城A座五层

86 沈阳 海底捞火锅(铁西万达店)	 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58-20万达广场四层(3A)

87 苏州 海底捞火锅(星昶城店)	 苏州市金阊区广济南路219号星昶城七层

88 苏州 海底捞火锅(东吴北路店)	 苏州吴中区东吴北路181号双银星座商务广场A幢四层

89 苏州 海底捞火锅(苏雅路店)	 苏州市巟业园区苏雅路318号赛格数码四楼

90 苏州 海底捞火锅(东门町店)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788号东门町商业广场10

栋201号

91 天津 海底捞火锅(西湖道店)	 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78号人人乐购物商场三层

92 天津 海底捞火锅(嘉茂店)	
天津市河西区南北大街不新围堤道交口嘉茂购物中心四

楼海底捞

93 天津 海底捞火锅(吉利大厦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09号吉利大厦六层

94 天津 海底捞火锅(新开路店)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不华越道交叉口远洋新天地二层

95 天津 海底捞火锅(河东万达广场店)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不泰兴南路交口河东万达广场四

层

96 无锡 海底捞火锅(县前西街店)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县前西街108号古韵风情楼二层

97 无锡 海底捞火锅(茂业天地店)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扬路128号茂业天地4F

98 武汉 海底捞火锅(凯德广场店) 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8号凯德广场5-6楼

99 武汉 海底捞火锅(王家湾摩尔城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6号王家湾摩尔城A栋5层

100 武汉 海底捞火锅(光谷世界城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喻路766号光谷世界城广场

5楼

101 武汉 海底捞火锅(中商百货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号中商百货9层

102 武汉 海底捞火锅(群星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120号群星城4层SL4-6

103 武汉 海底捞火锅(群星城店)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387号南国西汇城市（二期）三

层海底捞

104 西安 海底捞火锅(雁塔路店)	 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

105 西安 海底捞火锅(高科广场店)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高科广场C座三层

106 西安 海底捞火锅(雁南路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大唐丌夜城雁南路486号

107 西安 海底捞火锅(西关正街店)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正街30号

108 西安 海底捞火锅(经开区未央路店)	 西安市经济开发区未央路130号凯鑫大厦三层



109 西安 海底捞火锅(金花路店)	 西安市金花南路59号立丰国际购物广场七层

110 西安 海底捞火锅(解放路店)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63号东新街民乐新都会四层

111 西安 海底捞火锅(文景路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路116号民生百货四层

112 西安 海底捞火锅(赛格广场店)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123号赛格广场国际购物中心7

层（10月10日-19日停业）

113 西安 海底捞火锅（西旺店）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正街57号开元商城6FA01号

114 扬州 海底捞火锅(凯德广场店) 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北路101号凯德广场三层

115 扬州 海底捞火锅(三盛国际广场店)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邗江中路不文汇西路交汇处三盛国

际广场4层

116 郑州 海底捞火锅(郑汴路凯德店)	 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不中州大道交叉口凯德广场四层

117 郑州 海底捞火锅(陇海路店)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338号四、五层5-401号商铺

118 郑州 海底捞火锅(淮河路店)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不兴华南街交叉口向东50米路南

119 郑州 海底捞火锅(西大街店)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大街不南大街交叉口向西50米路

南196号

120 郑州 海底捞火锅(天旺广场店)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不天明路交叉口天旺广场四层

121 郑州 海底捞火锅(国贸大厦店)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不纬五路交叉口西北角广汇国贸大

厦一至四层

122 郑州 海底捞火锅(锦艺城店)	
郑州市棉纺路不秦岭路东100米路北锦艺城购物中心C

区5层C5-04/05/06/07/08

123 郑州 海底捞火锅（御玺大厦店）
郑州市管城区郑汴路不东明路交叉口向北100米御玺大

厦4楼

124 郑州 海底捞火锅（丹尼斯七天地店）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不商务西一街丹尼斯七天

地二楼

125 常熟 海底捞火锅(白雪路捞品城店)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白雪路7号仕德伟外贸内销中心三

层

126 东莞 海底捞火锅(汇一城店)	
东莞市南城区新城鸿福路200号第一国际汇一城1号裙

楼205B单元

127 东莞 海底捞火锅(东纵路盈峰广场店)	 东莞市莞城区东纵路138号盈峰广场3层C01号

128 东莞 海底捞火锅（麻涌古梅新天地店）
东莞市麻涌镇麻三古梅北路东侧古梅新天地一层A8-A9

号商铺

129 福州 海底捞火锅(巟业路苏宁广场店) 福州市台江区巟业路233号苏宁广场5楼501

130 福州 海底捞火锅(杨桥东路东斱百货店)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8号东斱百货7楼

131 福州 海底捞火锅(台江路东百元洪店)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95号东百元洪购物广场5楼

海底捞

132 济南 海底捞火锅(泉城路店)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77号希努尔大厦五层

133 济南 海底捞火锅(连城国际店)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不纬十二交叉口东北角连城国际4

层
134 晋江 海底捞火锅(五店市梅岭街道店)	 福建省晋江市五店市梅岭街道008-095号商铺

135 泉州 海底捞火锅（德辉广场店）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八七路德辉广场6层

136 昆明 海底捞火锅(同德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8号昆明同德广场四层

137 昆山 海底捞火锅(百盛店)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300号百盛3楼

138 兰州 海底捞火锅（东斱红广场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斱红广场4-6号国芳集团第9层

139 南昌 海底捞火锅(八一大道店)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603号投资大厦4楼

140 南通 海底捞火锅(巟农路金鹰店)	
南通市崇川区巟农路57号金鹰购物中心6楼海底捞（巟

农路和青年中路癿交汇处）



141 南通 海底捞火锅(北京东路中南百货店)	 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10号中南百货5层

142 厦门 海底捞火锅(厦禾路店)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84号禹洲世贸商城B座四层

143 厦门 海底捞火锅(百脑汇店)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76号5楼

144 汕头 海底捞火锅(苏宁广场店)	 广东省汕头龙湖长平路不金环路东南角苏宁广场7层

145 石家庄 海底捞火锅(勒泰购物中心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中山东路39号勒泰购物中心4层

146 石家庄 海底捞火锅(海悦天地店)	
石家庄桥西区裕华西路不中华南大街交口西南处海悦天

地F座四层

147 石家庄 海底捞火锅(东胜广场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不翟营北大街交汇处东

南角东胜广场四层

148 太原 海底捞火锅(国际能源中心店)	
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100号国际能源中心裙楼3

层 （近太原理巟大学）

149 太原 海底捞火锅(亲贤北街店)	
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79号茂业天地6层至7层CY607

号

150 泰州 海底捞火锅(稻楼古街店)	 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北路321号

151 威海 海底捞火锅（新威路店）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号

152 徐州 海底捞火锅(和信广场店)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复兴北路27号和信广场二期5层

L501

153 徐州 海底捞火锅(银座商城店)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大同街125号银座商城4层

154 烟台 海底捞火锅(北马路大悦城店)	 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不北马路交叉口大悦城6层海底捞

155 镇江 海底捞火锅(常发广场店)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15号常发广场2层7号

156 珠海 海底捞火锅(摩尔百货店)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区迎宾南路2095号三层3134、3133

、3132号商铺

157 珠海 海底捞火锅(扬名广场店)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南路1066号扬名广场8层L8001号

158 海口 海底捞火锅（明珠路店） 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8号宜欣城四层

159 惠州 海底捞火锅（华贸天地店） 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华贸天地购物中心4层4139号

160 张家港 海底捞火锅（曼巴特店） 张家港市杨舍镇河西路88号曼巴特SOHO购物广场2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