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华电影城 虹桥路1号港汇广场6楼

庆春电影城 田林路140号越界广场15幢2楼

新衡山电影院 衡山路838号

上影国际影城美罗店（原超极电影世界） 肇嘉浜路1111号美罗城5楼

西南影城 罗香路237号

上海梅陇文化馆 梅陇路415号

华士达东方影城 东安路599号绿地中心正大乐城3楼

百丽宫影城-环贸iapm 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环贸广场L6-1

上海巨影国际影城 吴中路52号宝鼎古北广场7楼

上海电影博物馆 [徐汇区] 漕溪北路595号上海电影博物馆

星光映會影城 [徐汇区] 天钥桥路666号八万人体育场1楼

UME新天地国际影城 兴业路123弄新天地南里6号5楼

和平影都 西藏中路290号

大光明电影院 南京西路216号

国泰电影院 淮海中路870号

新世界电影城 南京西路2-68号新世界12楼

黄浦剧场 北京东路780号(近贵州路)

大上海电影院 西藏中路500号第一百货商店新楼8楼(近南京东路)

兰生典尚影院 淮海中路8号（柳林路1号）兰生大厦5楼

万裕国际影城-淮海店 淮海中路99号大上海时代广场6楼（近龙门路）

大光明影城-儿艺店 黄浦区苗江路800号（原世博会通用汽车馆）

上海华大电影会所 老码头3号库外马路601号3A

新光影艺苑 宁波路586号南京路步行街食品一店后

上海大剧院 人民大道300号

周浦万达电影城 周浦镇年家浜路518号万达广场4楼

新世纪影城 张扬路501号第一八佰伴10楼

国金百丽宫影院 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商场地下一层LG1-1

世博国际影城 世博大道1200号世博文化中心6楼

佰迦乐大光明影城-文峰店 [浦东新区] 张杨北路801号文峰广场2楼

喜玛拉雅海上国际影城 浦东新区芳甸路1188弄喜玛拉雅中心7-8楼

川沙影剧院 浦东新区新川路400号(近川沙路)

金逸国际影城-张江店 浦东新区碧波路635号传奇广场2楼（近祖冲之路）

海艺数字影城 华佗路280弄31号（科苑路蔡伦路路口）

三林大光明影城 浦东新区长清路507号（长清路杨思路口）

星美国际影城-浦东正大店 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8楼（近东方明珠）

中影国际影城-川沙店 川沙路5558号6号楼3楼F座(近绣川路)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长岛店 长岛路1156-1158号3楼

17.5影城上海临港店 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588号2F

上海金球国际影城 上丰路1810号B4栋恒生广场(近卡园)

大光明丽盛影城 南泉北路528号新大陆广场北楼4楼(近八佰伴)

中华艺术宫艺术剧场 上南路205号

兰馨悦立方影城 张杨路400号

上海保利国际影城曹路店 曹路镇金海路2505弄宝龙城市广场C1-507(近民耀路)

上海金谊华夏影城 上南路4467号金谊广场天桥下

“一元抢拍，2人看大片”格瓦拉全国影院覆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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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国际影城-外高桥店 森兰外高桥中部商业商务区三楼

上海金逸院线施湾影城 施新路802弄绿地东海岸时代广场1号4层

上海保利国际影城-世博店 [浦东新区] 世博大道1368号世博源2区G层(近上南路)

上海中影DFC影城 [浦东新区] 龙阳路2000号龙阳广场5楼

米高梅国际影城-新紫茂店 [浦东新区] 巨峰路1058弄2号新紫茂商业中心3楼

世纪友谊影城 沪闵路7250号友谊商城9楼

世纪沪星影城 沪星路289弄顺恒广场C座4楼

上影CGV莘庄影城 都市路5001号仲盛世界商城4楼

莘庄海上国际影城 沪闵路6088号凯德龙之梦广场4楼

17.5影院春都路凯立德店 春都路233号3楼

上海连赢影城 光华路1号

左岸国际电影城-金汇店 金汇路528号世贸虹桥购物中心五层(近红松路)

七宝大光明影城 [闵行区] 七莘路3655号嘉茂购物广场3楼(近沪星路)

格里芬汽车影城 曲吴路429号

万裕国际影城-七宝店 漕宝路3489号汇宝广场8楼

17.5影院乐虹坊店 虹井路288号乐虹坊精致生活广场4楼(近青杉路)

17.5影院北桥店 颛桥镇鹤翔路28弄9号1楼

上海华夏丰尚国际影城 华漕镇运乐路569弄3号楼310单元

上海太禾影城 陈行公路2688号华侨城4楼401A

华彩弘歌鑫都影城 鑫颛桥镇2508号甲-2室（鑫都商业广场）

上海时代凤凰国际影城 [闵行区] 申滨路990号良华购物广场3楼

17.5中环放电影院 真光路1288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C区4楼

博纳银兴国际影城 武宁路101号我格广场4楼

星光影城 长寿路401号亚新生活广场4楼

华谊兄弟影院-长风店 大渡河路196号长风景畔广场5楼

金逸国际影城-中环店 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号绿洲中环太平洋广场5号楼（近中环路）

海上国际影城环球港店 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4层(近凯旋北路)

普陀横店影城 真南路1228号康建商务广场三楼

曹杨影城 兰溪路125号2楼

上海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普陀区] 真北路818号近铁城市广场北座4楼

龙之梦影城 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9楼

上海影城 新华路160号

万裕国际影城-天山店 天山路900号汇金百货6楼

世纪仙霞影城 仙霞西路88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4楼

17.5北虹广场影城 北虹路1068号4楼

宝山上影国际影城 宝山区永清路700号宝山体育中心一层

宝山文化馆影剧院 宝山区牡丹江路1760号（宝钢商场北侧）

宝山横店影城 宝山区淞宝路155弄71号星月国际广场一楼

宝山万达影城 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36号万达广场5楼

上海UME国际影城宝山店 宝山区牡丹江路318号诺亚新天地4楼

开元地中海影城 新松江路927弄4042号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4楼

左岸国际影城-松江店 松汇中路568号鹿都沃尔玛广场4楼(近庙前街)

佰迦乐大光明影城-新南店 新南路1号绿地金御广场4楼

星濠影城-泗泾店 泗泾镇鼓楼公路1886号2楼

佰迦乐大光明影城-新南店 [松江区] 新南路1号绿地金御广场4楼

上海松江麦希影城 中山中路71号平高世贸广场4楼

17.5影院松江叶榭双高店 松江区叶榭镇叶政路487号双高广场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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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数字影院-松江飞航广场 玉树路2575号飞航广场2楼

世茂时尚欢乐影都-松江店 松江新城文诚路238弄1号2楼

星濠国际影城-荣乐店 荣乐中路8号（卜蜂莲花2F）

上海松江麦希影城 [松江区] 中山中路71号平高世贸广场4楼

松江太平洋电影城 文诚路500弄1号4楼

博纳国际影城-中原店 杨浦区国和路777号中原城市广场2座四楼

五角场万达电影城 国宾路58号五角场万达商业广场3楼

金逸国际电影城-海上海店 杨浦区飞虹路568弄海上海弘基休闲广场A区48号（近辽源西路）

四平电影院 四平路901号

上海红树林影院 长阳路1750号3楼

17.5又一城影城 凇沪路8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8楼（近五角场邯郸路）

沪东工人文化宫影剧院 平凉路1500号一号楼

江桥万达电影城 金沙江西路1075弄49号江桥万达广场3楼

橙天嘉禾影城-嘉尚坊店 嘉定区江桥镇嘉怡路303号嘉尚坊3层

上海美亚影城 宝安公路3718号（近永盛路）永润广场3层

江桥上影国际影城 曹安公路2300弄288号7号楼4层

CGV安亭国际影城 安亭镇墨玉南路1055号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3楼

南翔比高国际影城 南翔镇沪宜公路1082号5幢1层（近裕丰路）

上海银兴菲林国际影城 塔城路295号2幢2001室

上海17.5影城嘉定店 安亭镇民丰路818号沁乐时尚一层

嘉定影剧院 城中路149号

上海保利国际影城祥腾店 真南路4368弄1、2号中冶祥腾城市广场4层

横店电影城(嘉定同济店)
嘉定区嘉松北路春归路口嘉实生活广场3层（老宅对面，同济大学东

边）

金逸影城-虹口龙之梦IMAX店 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B座6F-7F

星美国际影城-虹口国际店 海宁路330号(近乍浦路)

佰迦乐大光明影城-广灵店 广灵二路277号6楼（近水电路）

曲阳影都 曲阳路570号

佰迦乐大光明影城-广灵店 [虹口区] 广灵二路277号6楼（近水电路）

17.5影城闸北祥腾财富店 闸北区共和新路3088弄2号楼205室

大悦城新恒星影城 西藏北路166号大悦城10-11楼(近曲阜路)

沪北电影院 闸北区洛川东路500号(近共和新路)

上影CGV大宁影城 共和新路187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S1座3楼

17.5影院青浦店 大盈镇新桥路650号

世纪天虹影城 青浦区华新镇华强街239号朋联国际广场三楼

上海米格国际影城 嘉松中路5999弄51号米格天地3楼

青浦影城 沪青平公路5669弄63栋22号2楼

南桥电影院 奉贤区南桥镇南桥路333号(南桥路新建路口)

上海连城国际影城 沪杭公路228弄连城广场3号楼1、2楼

17.5影城南桥四季广场店 南桥镇航南公路5000号

上影国际影城南桥新都汇店 环城东路681-707号新都汇4楼(近国顺路)

南桥海上国际影城 南桥镇百齐路588号百联南桥购物中心4楼

环艺电影城 南京西路1038号梅龙镇广场10楼

上海百美汇影城 南京西路1551号静安嘉里中心商场N4-01室

艾米1895电影街 北京西路1829号4层

星美国际影城-金山百联店 板桥西路189号百联金山购物中心3楼

朱泾大光明影城 朱泾人民路160号朱泾图书影视商厦6楼（近万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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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影院金龙新街店 朱泾镇金龙新街528弄7105号一楼(金上海生活广场)

博纳国际影城悠唐店 朝阳区三丰北里2号楼悠唐生活广场B1层（朝阳门钱柜对面）

世纪东都国际影城 朝阳区东四环中路195号华腾新天地五层

北京百丽宫影城-国贸店 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区域三地下一层3B120

北京UME国际影城-双井店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双井桥西北富力广场5-6层

金逸国际影城-北京大悦城店 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北大悦城8层

北京万达电影城-CBD店 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三层

华谊兄弟影院-北京望京店 朝阳区广顺北大街16号望京华彩商业中心B1/4F

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 [朝阳区] 三里屯Village地下一层（三里屯酒吧街南口西侧）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望京店 望京街9号望京国际商业中心A座4层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世界城店 金汇路8号世界城E座地下一层(世贸天阶北侧)

北京百老汇影城-apm店 [朝阳区] 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市场六层

北京橙天嘉禾影城-凤凰城店 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24号楼1311

北京卢米埃芳草地影城 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芳草地大厦LG2-26

北京保利中国科技馆影院 北辰东路5号中国科技馆新馆（鸟巢北侧）

海航活力天宝国际影城 祁家豁子8号健翔大厦地下一层

金逸国际影城-北京双桥店 双桥路3号汇通时尚购物中心5层(八通线城铁双桥站南50米)

嘉华国际影城-活力东方店 朝阳区姚家园路甲1号活力东方奥特莱斯购物中心4层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北苑华贸店 清苑路华贸天地B1楼

北京红星太平洋影城 [朝阳区] 七圣中街12号院爱琴海购物中心6层

新影联阳光影城 安立路68号飘亮广场北门一层

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慈云寺店 慈云寺北里209号未来汇3层(慈云寺桥)

北京新华国际影城-大钟寺店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中坤广场C座3层

北京博纳国际影城-万寿路店 海淀区复兴路51号凯德晶品购物中心四层

嘉华国际影城-学清路店 海淀区学清路圣熙八号购物中心5层西侧

北京UME国际影城-华星店 海淀区双榆树科学院南路44号（双安商场对面）

金逸国际影城-北京中关村店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9号新中关购物中心B1层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金源店 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5层东首

北京橙天嘉禾影城-上地店 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楼华联购物中心四层

北京CGV星聚汇影城-清河店 清河中街68号五彩城购物中心7楼

北京耀莱国际影城-五棵松店 复兴路69号卓展购物中心5层

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 [海淀区] 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津乐汇3层

北京橙天嘉禾影城-吉彩店 海淀区玉海园5里22号商业配套楼（原吉彩体育馆）

北京橙天嘉禾影城-万柳店 海淀区巴沟路2号华联万柳购物中心5层

金逸国际影城-北京新都店 海淀区西三旗建材中路6号新都购物广场一楼

国安剧院 花园东路甲16号

北京新华国际影城-宝盛店 海淀区宝盛北里西区28号楼兴美生活广场5层

北京中间影院 杏石口路65号中间剧场

首都电影院-西单大悦城店 [西城区] 西单北大街大悦城购物中心10层

北京新街口电影院 西直门内大街69号

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 [西城区] 金融大街18号金融街购物中心地下一层

北京耀莱国际影城-马连道店 马连道路25号新年华购物中心5层

北京中影电影院 [西城区] 新街口外大街25号

北京UME国际影城-安贞店 [东城区] 北三环东路安贞桥东环球贸易中心E座1-3层

横店电影城（北京王府井店） [东城区] 王府井大街253号王府井百货大楼北馆8层

北京百老汇影城-东方广场店 [东城区] 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地下一层BB65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 [东城区] 香河园路1号当代MOMA北区T4座

上海

北京

金山区

朝阳区

海淀区

西城区

东城区

http://www.gewara.com/movie/searchCinema.xhtml?countycode=110105
http://www.gewara.com/movie/searchCinema.xhtml?countycode=110105


北京百丽宫影城-金宝汇店 [东城区] 金宝街88号金宝汇7层

华谊兄弟影院-北京洋桥店 [丰台区] 马家堡东路101号院10号商业楼银泰百货F6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大峡谷店 [丰台区] 南三环西路16号首地大峡谷5楼

北京博纳国际影城-方庄店 [丰台区] 蒲黄榆路28号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万源店 东高地万源北路航天万源广场五楼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分钟寺店 南三环东路方庄桥东阳光新业广场2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公益桥店 [丰台区] 角门路19号华冠天地4层

中影国际影城-千禧街店 靛厂路千禧购物街4号楼F1-F3

北京万达电影城-天通苑店 汤路186号龙德广场五层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回龙观店 回龙观西大街111号华联商场3层

北京中影国际影城-永旺店 [昌平区] 北清路1号永旺国际商城3楼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龙旗店 回龙观镇黄平路19号院3号楼龙旗购物中心3层

首都电影院-昌平店 南环路金隅万科城购物中心8F

北京星环影城立水桥店 立汤路201号6号楼1楼(华泰汽车对面)

通州区 北京博纳国际影城-通州店 杨庄北里52号天时名苑小区14号楼四层

北京新华国际影城-大兴店 [大兴区] 黄村东大街火神庙商业广场王府井百货E座5层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缤纷城店 金星西路3号绿地缤纷城购物中心4层

房山区 北京新华国际影城-房山店 [房山区] 良乡北关西路14号华冠购物中心五层

广安门电影院 白广路8号

大观楼影城 大栅栏街36号

中华电影娱乐宫 天桥市场85号

北京博纳国际影城-顺景店 [顺义区] 新顺南大街18号新世界百货七层

北京CGV星聚汇影城-顺义店 新顺南大街华联购物中心4楼

北京万达电影城-石景山店 石景山路乙18号万达广场3层

北京保利国际影城-苹果园店 [石景山区] 阜石路300号三层309-1

北京搜秀影城 [崇文区] 崇文门外大街40号搜秀城9层、10层

北京百老汇影城-国瑞城店 [崇文区] 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城首层、地下二层

天津金逸国际影城-大悦城店 南门外大街大悦城商场4楼

天津金逸国际影城-西道店 鞍山西道259号时代数码广场5-6楼

天津金逸国际影城-奥城店 宾水西道奥城商业广场8号3楼

天津万达影城-南开店 [南开区] 南开三马路6号劝业场6层

天津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天佑城店 天佑城6楼

天津农垦博纳国际影城 [南开区] 宾水西道天津体育中心B馆

天津中影国际影城-津湾店 解放北路津湾广场6号楼3楼

天津横店电影城-麦购店 南马路11号麦购时代广场五楼

天津万达影城-金街店 [和平区] 和平路168号万达广场E座2层

天津佳映国际影城-滨江道店 滨江道与南京路交口858商业广场6楼

天津橙天嘉禾银河影城 乐园道9号银河购物中心3-4-5层东侧

天津金逸国际影城-西岸店 琼州道103号

天津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河西店 黑牛城道与友谊路交口新业广场三楼

天津星美国际影城-河西店 南北大街一号嘉茂购物中心四层401

天津万达影城-河东店 [河东区] 津滨大道53号万达广场娱乐楼四层

天津首都电影院 新开路远洋未来广场3楼

东丽区 天津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东丽店 一经路与二纬路交口新业广场四楼

天津中影国际影城-永旺店 中北工业园阜盛道1号永旺购物中心3楼

天津CGV星聚汇影城-梅江店 友谊南路延长线永旺购物中心三楼

北辰区 天津横店电影城-瑞景店 辰昌路1901号

北京

天津

东城区

丰台区

昌平区

大兴区

宣武区

顺义区

石景山区

崇文区

南开区

和平区

河西区

河东区

西青区



重庆UME国际影城-渝中店 大坪时代天街路1号龙湖时代天街购物广场B馆5楼

重庆环艺电影城 邹容路68号大都会广场6楼

重庆UME国际影城-解放碑店 较场口86-91号得意世界C座6-7楼

重庆同美影城 大坪英利国际广场6楼

重庆金逸国际影城-地王店 民族路166号地王广场6楼（王府井百货6楼）

重庆万众英利国际影城 民权路26号英利国际购物中心8F

重庆橙天嘉禾影城-日月光店 较场口日月光广场6楼

重庆保利万和解放碑影城 民权路59号较场口富瑞奥特莱斯6楼

重庆金逸国际影城-IMAX店 江南大道28号步行街协信星光时代广场L2-L3层

重庆华谊兄弟影院-百联店 南坪西路38号百联上海城购物中心5楼

重庆南岸横店电影城 惠工路13号五楼（元旦购物广场）

重庆万达影城-南坪店 江南大道8号附125号万达广场C区3层

重庆星美国际影城-南坪店 南坪北路8号帝景摩尔四楼

雅图梦空间国际影都 南坪步行街亿象城负一层C区

重庆华大影院 新南路36号卜蜂莲花超市3楼

重庆星美国际影城-财富中心店 洪湖东路1号财富中心3层

重庆紫荆电影城 龙山街道旗龙路2号（重庆市卫生局旁）

重庆厚品影城-叠彩城店 汽博中心叠彩城三期3楼

重庆万达影城-冉家坝店 冉家坝SM广场4楼

重庆越界国际影城-永川店 中央大街11幢7楼

重庆金逸国际影城-永川店 人民大道777号红河广场C栋2楼

重庆UME国际影城-江北店 北城天街8号北城天街购物广场B区5F(5楼老馆B区,4楼新馆A区)

重庆万达影城-大融城店 建新北路8号大融城商业中心6-7楼

重庆华谊兄弟影城-江北金源店 建新北路二支路1号金源地下不夜城

重庆橙天嘉禾影城-九街店 北城天街48号附1号5号（欧式一条街同创国际对面）

重庆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洋河北路6号黄泥磅卜蜂莲花超市3楼

重庆卢米埃北滨影城 北滨路368号金源购物广场4楼

重庆UME国际影城-沙坪坝店 三峡广场炫地购物中心6楼

重庆博纳国际影城-易诚店 凤天大道37号

重庆煌华横店电影城 三峡广场步行街6号煌华新纪元购物广场8楼

重庆保利万和富力城影城 大学城中路46号富力西城广场4F

重庆保利万和熙街影城 虎溪大学城美丽熙街24号楼2层

重庆影立方沙坪坝融汇影城 [沙坪坝区] 汇泉路1号负1-3

重庆UME国际影城-九龙坡店 杨家坪珠江路48号龙湖西城天街购物广场3F—26号

重庆华谊兄弟影城-袁家岗店 袁家岗奥体路1号中新城上城3楼

重庆同美千晔影城 [九龙坡区] 火炬大道千叶中央街区2栋3楼

重庆万达影城-大渡口店 松青路1099号新天泽国际广场4楼

重庆橙天嘉禾影城-壹街店 新山村街道文体路88号壹街购物中心2楼

重庆欢乐小马电影城 松青路1046号义乌商贸城2-3层

大地数字影院-新宝龙易城店 钢花路66号新宝龙易城新都汇城广场5号楼3楼

重庆UME国际影城-北碚店 康宁路58号嘉陵风情步行街4-5楼(状元府第旁)

重庆越界国际影城-北碚店 嘉陵风情步行街11栋7楼(雄风百货7楼）

万州区 重庆万达影城-万州广场店 北滨大道二段998号5幢附9号万达广场四层

重庆UME国际影城-涪陵店 兴华中路29号高笋塘泽胜商业步行街4楼

重庆涪陵横店电影城 南门山金科世界走廊B区3、4楼

黔江区 九品国际影城 [黔江区] 新华大道616号

合川区 重庆保利万和合川影城 [合川区] 红岗山路98号海润天街购物中心10栋3楼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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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逸国际影城-长寿店 凤城镇向阳路2号协信购物广场7楼

重庆长寿横店电影城 桃源大道8号洋世达世纪广场商业楼4楼

巴南区 重庆CGV星聚汇影城-鱼洞店 新市街80号商社汇5楼

重庆UME国际影城-两江西奥店 机场高速西部奥特莱斯商业广场5-7楼

重庆越界国际影城-两江店 大竹林康庄美地B区商业广场1号楼3F

巫山县 重庆越界国际影城-巫山店 广东东路圣泉公园底楼

丰都县 重庆丰都横店电影城 三合街道平都大道东段52号三楼

潼南县 重庆潼南横店电影城 外滩国际影城1号楼3楼

梁平县 重庆梁平横店电影城 梁山镇人民东路1号重百商场6楼

浙江
湖州银都时代电影大世界 爱山广场5号楼3楼

中影工人文化宫影城 苕溪西路69号双子大厦三、四楼（全民健身中心斜对面）

湖州爱尚影院 大线场路198号众鑫广场购物中心一楼（皇后酒吧旁）

湖州时代德纳国际影城 劳动路518号东吴银泰城5楼

德清县 德清银都时代电影大世界 武康镇永安街158号正翔商业广场（沃尔玛）三楼

浙江新远国际影城 西湖文化广场C区8号

浙江奥斯卡电影大世界 龙游路38号

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 庆春路60号东清大厦E座

杭州星际影城 石桥路468号江南时代广场2F

杭州众安电影大世界 香积寺路21号

杭州新华影都 庆春路169号娃哈哈美食城三楼

杭州恒隆电影大世界 山阴路恒隆广场D区5楼(近工人路)

嘉富世纪影城 蜀山街道市心南路830号汇德隆购物中心4楼

萧山闻堰新远影城 闻堰镇万达中路222号三楼

杭州华元电影大世界 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号大街16街区商城三楼(浙江理工大学对面)

杭州东漫影院 天城路秋涛路交叉口新澳门广场二、三楼

杭州百老汇影城 [江干区] 富春路701号万象城购物中心358-558号 (3楼)

杭州泽艺影城 解放东路8号砂之船国际生活广场负一层天鹅街088号

杭州蓝钻影城 杭海路238号淘乐坊不夜城2楼（森禾广场附近）

杭州和达时代电影大世界 下沙经济开发区10号大街与沿江大道交叉口东源商厦1幢

杭州时代联合影城 莫干山路与金家渡路交叉口西田城商业中心2楼

中影国际影城-杭州西溪印象城店 五常大道1号西溪印象城3楼

杭州上影国际影城 藕花洲大街303号沃尔玛4楼

杭州泽艺影城-余杭店 余杭街道禹航路1076号锦绣时代中心7号楼3层

杭州比高电影院 小河路488号4幢运河天地

杭州光影影城 湖墅南路103号百大花园裙楼三、四楼（湖墅南路与文晖路交叉口）

杭州传奇奢华影城 丰潭路380号银泰城4楼

金逸国际影城-杭州北城天地店 杭行路与湖州街交汇处北城天地广场4-5楼

杭州金象影城 登云路518号赛码城三楼（时代电子市场旁）

杭州UME影城 文二西路551号西城广场4楼

浙江翠苑电影大世界 文一路298号物美大买场6楼(近万塘路)

杭州黄龙影城 [西湖区] 黄龙路1号黄龙体育中心东大门

杭州近江电影大世界 近江路1号1幢4楼

金逸国际影城-杭州南宋御街店 南宋御街168号

桐庐晨光国际影城 迎春南路69号华光大厦品尚文化广场三楼

桐庐时代金球影城 迎春南路666号利时百货5楼

中影国际影城-星光大道店 江南大道228号星光国际广场2号楼4层(近滨江区政府)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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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



杭州滨文电影大世界 浦沿街道滨文路577号（华润超市）四楼

富阳时代电影大世界 龙山路126号物美超市4楼

富阳横店电影城 春秋北路271号富阳横店电影城4楼

临安市 临安比高影城 锦城街道钱王街855号万华广场4楼C-017

嘉兴市中山影城 禾兴南路600号（近中山东路）

嘉兴华庭国际影城 建国路华庭街Z区4楼（近天宁寺步行街）

嘉兴UME国际影城 中环南路555号国际中港城6楼C区

嘉兴横店电影城 凌公塘路1120号巴黎都市-老佛爷购物中心4楼

桐乡市 桐乡洲泉银河电影城 洲泉镇湘溪大道小商品城西南角3幢D区

海宁金像电影大世界 海昌路1号龙城商业广场4楼（近西山路）

海宁横店电影城 联合路97号正翔商业广场3楼

海宁传奇奢华影城 海昌南路365号银泰城4楼

平湖市 平湖银河电影城 新华中路世纪商业中心3号楼(大润发超市四楼)

秀洲区 嘉兴金逸国际电影城-摩尔店 洪兴西路1766号江南摩尔西区4楼

金华横店电影城 解放东路168号银泰天地B馆5楼

金华时代国际影城 李渔路888号世贸中心B座5楼（兰溪街步行街观光电梯直达5楼）

福泰隆影城 宾虹路777号江南福泰隆商场4楼

星美国际影城-金华金发广场店 八一南街458号金发广场裙楼4楼

金华佳艺影城 [婺城区] 新华街67号永盛购物广场6楼

横店电影城-义乌银泰店 工人西路15号银泰百货13楼

横店电影城-义乌伊美广场店 城中中路128号伊美广场5楼

东阳市 东阳横店电影城-金天地店 人民路106号金天地购物中心北面5楼

金东区 金华金东万达影城 李渔东路万达广场娱乐楼4-5楼

兰溪市 兰溪时代国际影城 大阙路捷盛中央广场D区3楼

丽水 云和县 云和横店电影城 [云和县] 城东路与解放东街交叉口

余姚华星影院 四明西路兰江商贸城四楼

余姚天一时代影城 新建路111号天一商城5楼

余姚横店电影城 阳明西路25号4楼

余姚万达电影城 四明西路875号万达广场娱乐楼4层

金逸国际影城-余姚店 城东望湖路22号嘉悦购物广场3楼

CGV星聚汇影城-余姚城东店 城东路888号华润五彩城5楼

慈溪时代电影大世界 中央商务区新都汇2号楼79号（上林坊华润万家超市西面）

慈溪欢乐小马影城 新城大道北269-325号(华润万家香格店4层)

慈溪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糖坊路108号银泰城7楼

宁波中影国际影城-联盛店 宁南北路1288号联盛广场C 区6楼

宁波万达电影城-鄞州店 四明中路999号万达商业广场（金座）3楼

宁波洛兹横店影城 石碶街道洛兹商业广场四楼

宁波百老汇影城 [鄞州区] 钱湖北路288号印象城三楼

宁波UME国际影城 东渡路29号宁波颐高世贸生活广场3楼

宁波时代电影大世界 东渡路55号老银泰百货南裙楼7楼、8楼

宁波影都 战船街2号

宁波民光影城 开明街333号(天一广场旁)

宁波海上国际影城 中山东路1083号世纪东方广场三楼

宁波金逸国际影城-和丰店 江东北路469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2F

宁波CGV国际影城-文化广场店 宁穿路1888号宁波文化广场四标段4楼

宁海县 宁海横店电影城 跃龙街道兴宁中路296号大观文化园三层（汽车总站对面）

宁波中影国际影城-来福士店 大庆南路99号来福士广场4楼

慈溪市

鄞州区

海曙区

江东区

江北区

富阳市

南湖区

海宁市

婺城区

义乌市

余姚市

杭州

嘉兴

金华

宁波

滨江区



宁波万达电影城-江北店 江北大道188号江北万达商业广场娱乐楼4层

北仑区 宁波CGV国际影城-北仑店 黄山路857号富邦世纪商业广场新世界百货四楼

象山县 象山剧院 建设路122号(丹东)

东旺新远影院 陶朱街道三都路17号东旺时代广场2楼

诸暨横店电影城 大唐镇开元西路359号（唐人广场4F）

诸暨太平洋国际影城 艮塔东路69号（东二路）

诸暨上影永利国际影城 苎萝东路399号永利中心城4楼

绍兴鲁迅电影城 县前街45号

绍兴世茂国际影城 胜利东路360号世茂广场3-4楼（近东池路）

袍江世纪电影城 袍江新区世纪街益泉百货4楼（益泉大酒店旁）

绍兴县 绍兴万达电影城-柯桥店 柯桥钱陶公路799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F

上虞大通电影城 市民大道689号（近江扬路）

上虞横店电影城 市民大道621号时代百货五楼

台州新时代电影大世界 市府大道555号万家灯火广场5楼（世纪联华楼上）

新崇和影城 经中路商业街开元广场119号四楼

临海崇和电影城 广场路崇和商城东南区三楼

临海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临海市] 东方大道1号银泰城西区5楼

黄岩自力电影大世界 引泉西路嘉丽阳光苑1号楼2-3F

黄岩时代电影大世界 司厅巷27号（老影城）

路桥区 台州大光明影城 路桥街道商城街218号东方华联购物广场四楼

仙居县 仙居横店电影城 城关金鼎新天地广场二楼（苏宁电器二楼）

瑞安市 瑞安咿加咿影城 [瑞安市] 安阳南路699号（东山中埠咿加咿KTV楼下）

龙湾区 温州万达电影城-龙湾店 永中街道永定路1188号万达广场娱乐楼4-5层

舟山 普陀区 舟山时代金球影城 东港兴普大道288号凯虹广场7楼

江苏
南京中影国际影城-大光路店 大光路142号际华国际广场3楼

南京水游城横店国际影城 建康路1号水游城4楼

南京金陵工人影城 新街口洪武路26号2楼

南京上影国际影城 草场门大街99号新城市广场3楼

卢米埃影城-南京绿地店 中山北路6号紫峰大厦绿地购物中心5-6F

南京UME国际影城-国际广场店 中央路201号南京国际广场购物中心6楼

南京和平影视娱乐城 中山北路110号

南京金逸影城-南京玉桥店 建宁路8号玉桥商业广场9楼

南京万达电影城-江宁店 [江宁区] 竹山路68号江宁万达广场5楼

南京星美国际影城 格致路99号文鼎广场8号楼四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南京江宁店 金箔路518号全民健身中心大厦一楼

南京星河国际影城 鹏山路9号江宁大学城商贸中心E座二楼

南京万达电影城-江宁店 [江宁区] 双龙大道1222号瑞都购物广场2至5层

南京中影国际影城-河西店 江东中路341号负1层（家乐福旁）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河西中央店 江东中路237号雨润国际广场中央商场5楼

南京17.5SHE影城 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影城5栋3-15）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南京紫晶店 专诸巷路28号（紫晶城）6号楼6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厂苏宁店 大厂长冲街88号（苏宁电器4层）

南京沿江横店电影城 欣乐路181号恒丰玉桥市场4楼

卢米埃南京弘阳广场影城 大桥北路48号华东茂C1座3F

南京金逸影城-明发滨江店 [浦口区] 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249栋3楼

南京中传国际影城 [浦口区] 浦珠北路126号澳林购物广场五层

鼓楼区

江宁区

建邺区

六合区

浦口区

越城区

上虞市

椒江区

临海市

黄岩区

白下区

江北区

诸暨市

绍兴

台州

温州

南京

宁波



南京UME国际影城-1912店 杨将军巷9号曼度文化广场3楼（1912街区对面）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南京商厦店 龙蟠路1号南京商厦5楼

南京保利森林摩尔影城 中山门大街301号森林摩尔街区9栋B1

雨花台区 南京海上国际影城-虹悦城店 应天大街619号德盈广场虹悦城4楼

南京中影国际影城-仙林店 仙林大学城学海路1号金鹰仙林天地C馆2楼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马群店 中山门大街699号招商花园城3楼

南京大华大戏院 新街口中山南路67号

卢米埃南京新街口金鹰影城 [秦淮区] 汉中路101号金鹰购物中心B座9楼

下关区 南京金逸影城-大观天地店 建宁路300号大观天地MALL3楼

连云港 连云区 连云港金逸影城-嘉瑞宝店 中山西路113号嘉瑞宝文峰大世界5楼

宜兴市 宜兴万达影城 宜城街道东虹路550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层

无锡大世界影城 中山路359号吟春大厦内(近复兴路)

金逸国际影城-哥伦布店 广南路315号哥伦布广场二期三楼

无锡星空影城 汉昌西街8-18号，解放北路MT酒吧向内50米

无锡百丽宫影城 人民中路111号苏宁广场7楼

无锡美港国际影城 解放东路1000号保利广场3楼

无锡保利国际影城 蠡湖大道2001号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C区3F-4F

无锡万达电影城-滨湖店 梁溪路35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4楼

无锡海岸影城 立信大道168号海岸城购物中心五层

无锡橙天嘉禾影城-茂业店 清扬路138号茂业百货A7-9楼

金逸国际影城-中桥店 苏锡路2号中桥太湖半岛国际广场乐购超市五楼

华谊兄弟无锡影院 县前西街108号（古韵风情楼5-6F）

幸福蓝海金太湖国际影城 兴源北路金太湖国际城三期1796号商铺(101医院对面)

无锡橙天嘉禾影城-新之城店 新光路555号新之城全生活广场C区3楼

无锡万达电影城-哥伦布店 长江北路280号哥伦布广场四楼

无锡星美国际影城 梅村街道新友北路8号五洲国际广场1号楼3层

江阴万达影城 人民西路281号江阴万达广场4楼

江阴比高电影城 朝阳路105号来富岛大酒店南侧

锡山区 无锡光美金逸影城 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

惠山区 无锡惠山万达影城 吴韵路321号惠山万达广场4楼

昆山渡凡影城
花桥曹安公路111号渡凡星座馆3楼（上海地铁11号线兆丰路站2号出

口）

中影国际影城-昆山花桥店 花桥镇绿地大道255弄2号3楼

昆山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前进东路199号世茂广场3楼（世茂东一号）

金逸国际电影城-昆山蝶蝴湾店 柏庐南路89号-18（新客站对面）

金逸国际影城-演艺中心店 景德路（景德桥下）523号演艺中心二期东岸金逸影城3F

昆山世茂国际影城 [昆山市] 前进东路217号

苏州文化艺术中心（科文） 观枫街1号（近现代大道）

苏州橙天嘉禾影城-印象城店 现代大道1699号印象城购物中心3-4楼（近苏嘉杭高速）

苏州独墅湖影剧院 星湖街555号（高教区体育馆南侧）

卢米埃苏州华润万家影城 津梁街172号华润万家商业中心3楼

苏艺影城-东沙湖店 东沙湖路100号东沙湖邻里中心D301室

星美国际影城-金鸡湖店 金鸡湖大道西华林街88号邻瑞广场3楼

苏州幸福蓝海影城-凤凰4K店 苏州大道西凤凰文化广场3楼

星美国际影城-李公堤店 工业园区李公堤四期一幢

苏州万达电影城-SM广场店 吴中大道1109号SM城市商业广场E幢3楼

吴江橙天嘉禾影城 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1099号汇金中央广场D幢三楼

卢米埃盛泽财富中心影城 盛泽镇西二环路1999号财富中心购物公园27幢3F

新区

江阴市

昆山市

工业园区

吴江市

栖霞区

秦淮区

崇安区

滨湖区

南长区

北塘区

玄武区

南京

无锡

苏州



星美国际影城-常熟店 虞山镇北门大街虞景文华广场38幢

常熟卢米埃世茂影城 泰山北路常熟世茂世纪中心—搜秀活力城2号楼3/4楼

张家港市 苏州幸福蓝海影城-张家港IMAX店 [张家港市] 河西路88号曼巴特购物广场6楼

太仓万达电影城 上海东路188号万达广场4楼

太仓南洋影城 [太仓市] 人民南路96号南洋广场C区3楼

苏州世茂国际影城 宝带西路1155号1幢3F/4F西区（近友新路）

金逸国际影城-文化宫店 人民路518号工人文化宫（新市路口）

金逸国际影城-亿象城店 友新路1188号亿象城5号楼3层

苏州金逸国际电影城-相城恒达店 阳澄湖中路29号中环百汇商业广场三楼

金逸国际影城-苏州繁花中心店 [相城区] 人民路4555号5-4007

苏州幸福蓝海IMAX影城 广济南路219号新苏天地9楼

苏州橙天嘉禾影城-来客茂店 桐泾北路218号来客茂时尚生活广场4F

金逸国际影城-石路永捷店 广济南路19号西城永捷生活广场6楼

苏州博纳国际影城-丽丰店 宝带东路399号（丽丰购物中心北区5层）

苏州乐天影城-永旺店 苏震桃路188号永旺梦乐城3楼

苏州长江壹号影城 长江路9号长江壹号广场4号楼

平江区 苏州万达电影城-平江店 人民路3188号万达广场A2幢3层（近旺宅路）

虎丘区 金逸国际影城-苏州乐园店 玉山路166号水上世界商业广场2F（近珠江路）

南通更俗剧院 桃坞路46号

南通文化宫世纪影城 环城西路1号

南通时代金球影城-飞越店 任港路44号飞越百度文化广场5号楼飞越电影城

南通银河欢乐影城 人民东路588号东景国际4层（校西停车场旁）

南通文峰世界影城 南大街3-21号文峰大世界8楼

南通UME国际影城 桃园路12号中南城购物中心4楼

南通万达电影城 [崇川区] 钟秀中路98号五洲国际广场3楼

如皋声屏世纪影城 中山路398号西欧国际广场5楼(近新文峰大世界)

幸福蓝海如皋国际影城 中山路418号文峰大世界6楼

如皋星美国际影城 如皋市中山西路1号（正翔商业广场4楼）

通州市 幸福蓝海通州国际影城 金沙镇建设路66号新瑞广场3层(文峰大世界南100米)

如东县 金逸国际影城-如东工人文化宫店 掘港镇珠江路8号工人文化宫二层

南通时代金球影城-高迪店 城港路6号高迪商业广场苏果超市四楼

橙天嘉禾鸿鸣摩尔影城 江海大道558号鸿鸣摩尔广场3号楼三层

徐州云龙万达影城 和平大道58号娱乐楼4楼

徐州星美国际影城-世纪城店 绿地五期庆丰西路世纪城城市广场购物中心三楼

徐州上影国际影城 [云龙区] 解放南路正翔广场(沃尔玛)3楼

徐州星美国际影城-淮西店 淮海西路270号SOHO时代广场4层

中影国际影城徐州恒盛店 [泉山区] 建国西路288号恒盛广场五楼（大福源西500米）

京口区 镇江横店电影城 学府路68号恒顺尚都商业楼地上三层（欧尚超市三楼）

镇江金逸国际影城-常发店 黄山西路29号常发广场四楼

镇江万达影城 黄山西路万达广场4楼

镇江中影国际影城-九润店 天桥路1号（九润国际商业广场4F）

丹徒区 丹徒横店电影城 谷阳大道88号冠城商业中心五楼

常州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花园街178号茂业泰富城B-1区4-5楼

常州橙天嘉禾影城-吾悦店 湖塘镇武宜中路188号吾悦广场4楼

金逸国际影城-常州又一城店 花园街33号又一城购物中心C区3楼

常州万达电影城-武进店 湖塘花园街301号万达广场4楼

大地数字影院-常州新天地 广电路与花园路交界处新天地不夜城8号楼4楼

如皋市

港闸区

云龙区

泉山区

润州区

武进区

太仓市

沧浪区

相城区

金阊区

吴中区

崇川区

常熟市

南通

徐州

镇江

常州

苏州



常州凤凰谷大剧院 武进延政中大道29号（武进区政府对面）

天宁区 常州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和平国际店 中吴大道1150号和平国际商业街6幢4楼

常州万达影城-新北店 [新北区] 通江中路88号万达广场5楼

常州橙天嘉禾影城-丰臣店 通江中路108号丰臣国际广场影视楼三楼

金逸国际影城-常州常发店 太湖东路101号常发广场1号C区201-301

金逸国际影城-常州天宇店 黄河西路239号天宇广场1号楼4层

溧阳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平陵店（原中影

星美影城）
溧城镇西大街平陵广场四楼

溧阳金鹰星美国际影城 天目路8号金鹰国际购物中心七楼

常州亚细亚影视城 怀德北路29号亚细亚影视城三楼

常州幸福蓝海橙天嘉禾影城 延陵西路123号钟楼吾悦国际广场A座608（亚细亚对面）

常州中影东方国际影城 [钟楼区] 莱蒙都会商业区三楼

广陵区  扬州世纪电影城 文昌中路537号时代广场四楼

扬州金逸国际影城-力宝店 邗江中路306号力宝广场3F（扬州西站向北100米）

扬州华大影院 润扬中路115号绿地缤纷城3楼

仪征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仪征店 工农北路时代广场三楼（国庆路步行街东侧）

宝应县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宝应店 [宝应县] 白田中路时代国际2号楼3层

泰州万达电影城 [海陵区] 济川路226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楼

泰州横店电影城 东进东路22号金鹰天地G2区三楼

靖江新华世纪影城 [靖江市] 步行街276号书城大楼南大门

金逸影城-靖江店 [靖江市] 工农路77号（车站路与工农路交汇处）

姜堰市 姜堰横店电影城 人民中路99号东方不夜城3#楼4楼

兴化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兴化海德店 英武中路海德财富广场4楼

盐城橙天嘉禾五洲影城 迎宾南路28号五洲国际广场四楼

盐城横店电影城-先锋岛店 先锋街1-3号楼先锋国际广场C区3楼

盐城横店电影城-宝龙店 盐城人民路9号宝龙城市广场

东台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东台店 海陵北路9号德润广场6楼

阜宁县 盐城金逸国际影城-阜宁店 阜城镇香港路555号4楼(县政府大楼对面)

盐都区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盐城聚龙湖店 聚龙湖南侧盐城文化艺术中心东区2－5楼

卢米埃淮安新亚影城 淮海东路142号新亚国际广场七楼

淮安万达影城 翔宇中道169号万达广场3楼

淮安欢乐小马电影城 湖滨路12号银座新天地商业广场2楼

清浦区 淮安星美国际影城 天津路33号中茵翰城广场四楼

盱眙县 盱眙万达影城-五洲国际广场店 东湖南路五洲国际广场四楼

涟水县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涟水店 涟城镇中央城2号楼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宿迁金鹰店 西湖路1号金鹰天地广场C02区3楼

宿迁横店电影城 西湖路36号宝龙城市广场四楼

泗洪县 泗洪横店电影城 富园广场4楼

沭阳县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沭阳店 人民路16号三匹马商业广场1号楼五层

四川
成都上影国际影城 科华中路9号王府井百货5楼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金色海蓉店 高阳路38号万科金色海蓉2期汇智中心5楼

星美学府影城 一环路南一段12号(红瓦寺路口学府花园旁)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千盛店 晋阳路269号千盛百货购物广场三楼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武侯店 一环路高升桥武侯大街266号购书中心四楼

卢米埃成都来福士影城  人民南路四段3号来福士广场3层

东方世纪电影城 一环路南三段世纪电脑城四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红牌楼店 佳灵路7号红牌楼广场2栋2楼

亭湖区

清河区

宿城区

武侯区

新北区

溧阳市

钟楼区

邗江区

海陵区

靖江市

武进区

盐城

淮安

宿迁

成都

常州

扬州

泰州



成都UA国际金融中心影城 红星路三段1号IFS国际金融中心6楼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盐市口店 青年路21号至暑袜街27号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川师店 花园街31号万科城市花园10栋负1楼

成都橙天嘉禾影城-阳光新业店 一环路东五段阳光新业中心5-8层

 新时代影院-蜀都花园店 大田坎街162号（蜀都花园南大门）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财富店 盐市口大业路6号财富中心4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锦华店 二环路东五段万达商业广场3楼

成都星际里影城 [锦江区] 太升路提督街1号星际里百货7、8层

成都橙天嘉禾影城-富力店 顺城大街289号富力广场7楼

成都峨影1958影城 清江东路360号(麦德龙斜对面)

成都幸福蓝海影城 二环路西二段19号仁和春天广场C座5楼

成都新城市电影城 西大街1号新城市广场A栋2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金沙店 清江中路59号新文化宫3F

成都金逸影城-中铁西城IMAX店 [青羊区] 光华北三路55号鹏瑞利青羊广场L3-4

成都卢米埃北城天街店 蓉北商贸大道一段21号龙湖5层

成都紫荆沙湾影城 二环路北一段10号凯德广场四楼

成都CGV星聚汇影城-金牛店 交大路183号凯德广场2期4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金牛店 人民北路与一环路交汇处金牛万达广场4楼

成都保利万和国际影城-府青店 府青路二段2号财富又一城5楼

成都UME国际影城 建设路厂北路口龙湖三千集5楼

成都卢米埃万科魅力城店 万科路9号凯德广场魅力城4层

成都百老汇影城 双庆路8号成都万象城三、四层

成都星美国际影城-沙河店 建设路26号(第五大道内)

新时代影院-高塔店 猛追湾四川电视塔339欢乐颂A区四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SM店 二环路东二段29号SM广场四楼

影立方773IMAX影城 建设南路1号东郊记忆(原东区音乐公园)中央大道

成都上影国际影城-龙湖店 [高新区] 合作路89号龙湖时代天街16栋4楼

成都CGV星聚汇影城-高新店 [高新区] 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5楼

成都保利万和国际影城-奥克斯店
锦城大道666号奥克斯财富广场楼东4层1号(地铁1号线孵化园站、新市

政府旁)

成都横店影城 天府大道8号苏宁广场6楼

成都橙天嘉禾影城-凯丹店 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4楼

成都星美国际影城-环球店 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购物中心4F

成都中影国际影城中航九方店 府城大道中段88号九方购物中心6楼L600

成都蜀西紫荆影城 蜀西路399号中海国际购物公园B1-301

成都保利国际影城-复城店 [高新区] 益州大道722号复城国际广场4楼

成都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西航港街道锦花路二段166号北京华联商业中心五层

成都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 华阳滨河路二段568号

成都星美国际影城-双流店 双流顺城街16号（县政府对面）

影立方城南优品道影城 东升镇白衣上街177号城南优品道广场3楼

成都万达国际影城-新都店 马超东路266号和信新城市广场4楼

成都金逸影城-新都店 兴乐北路88号缤纷时代广场三楼

大邑县  新时代影院-大邑店 内蒙古大道展瑞新商业广场4楼

成都太平洋影城-大学城店 柳城南熏大道855号

新时代影院-国色天乡店 国色天乡PARK MALL主题商业街12栋3楼

成都欢乐小马电影城 光华大道三段1868号德坤新天地2号楼4楼

都江堰市 都江堰横店电影城 都江堰大道211号百伦广场7楼

德阳 旌阳区 德阳万达电影城-凯旋城店 岷江西路550号凯旋国际广场4楼

金牛区

成华区

高新区

双流县

新都区

温江区

锦江区

青羊区

成都



眉山 东坡区 星美国际影城眉山店 三苏大道168号华地恒通广场（沃尔玛购物广场）4F

绵阳万达电影城-涪城店 花园路9号万达广场4楼

绵阳万达电影城-长虹国际城店 跃进路4号长虹国际城4楼

南充 顺庆区 保利万和国际影城 [顺庆区] 人民中路193号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横店电影城 曼哈顿广场7号楼6层

辽宁
鞍山 铁东区 鞍山金逸国际影城-乐购店 建国南路48号乐都汇购物广场五楼

大连万达影城一方店 [中山区]鲁迅路12-1号一方国际广场4楼

大连金逸国际影城-悦泰店 同兴街31-8号悦泰街里

大连星美国际影城-佳兆业店 天津街271号佳兆业广场三楼

大连橙天嘉禾影城-新世界店 人民路43号大连新世界大厦商场四层402、403

大连金逸国际影城-福佳店 西安路99-D福佳新天地5楼

大连华美影城 黄河路1105号逸彩城3F西侧

大连金逸国际影城-金州店 光明街道北山路1416号

大连橙天嘉禾影城-万和汇店 大连开发区金马路208号万和汇购物广场5001

甘井子区 大连万达影城-高新店 [甘井子区] 黄浦路500号万达广场四楼

西岗区 大连万达影城-华府店 [西岗区] 中山路281号万达广场A座三层

东港市 东港横店影城 东港路57号-4黄海大市场E座商业楼4楼

振兴区 丹东万达影城 [振兴区] 人民街33号

抚顺万达影城 [新抚区] 浑河南路中段56号万达广场4层

抚顺橙天嘉禾影城天朗店 西一路29号天朗购物广场4层

横店电影城（抚顺店） 东一路12号王府井百货六楼

顺城区 抚顺金逸国际影城-新华乐购店 [顺城区] 新华大街1号乐都汇5楼

葫芦岛 龙港区 葫芦岛星美国际影城-飞天广场店 龙湾大街教育园区J3B号飞天购物广场F401

辽阳 辽阳县 横店电影城（辽阳大润店） [辽阳县] 武圣路145号5楼

沈阳万达影城-太原街店 [和平区] 太原南街2号万达广场四楼

沈阳金逸国际影城-潮汇店 中华路18号潮汇购物中心7楼

沈阳美嘉欢乐影城-万象城店 [和平区] 青年大街288号万象城5楼

沈阳金逸国际影城-长白店 长白2街3-2号

沈阳CGV星聚汇影城-金融中心店 哈尔滨路168号华府新天地二期5楼

沈阳CGV星聚汇影城-中街店 中街路268号盾安新一城5楼

沈阳星美国际影城-长青店 长青街121号 新生活广场3层

沈阳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青年大街185号茂业百货七楼

沈阳百丽宫影院 [沈河区] 青年大街1号市府恒隆广场地下一楼

沈阳万达影城-北一路店 [铁西区] 北一中路一号万达广场四楼

沈阳万达影城-铁西店 [铁西区] 兴华南街58-20万达广场三楼

沈阳华谊兄弟影院 北二中路6号星摩尔购物广场3楼

沈阳金逸国际影城-龙之梦IMAX店 滂江街26号（龙之梦亚太数码701）

沈阳星美国际影城-大悦城店 小东路9号大悦城D馆四楼

沈阳比高电影城BINGO [大东区] 津桥路7号天润广场5楼

沈阳万达影城-奥体店 [浑南新区] 营盘西街17号万达广场4楼

沈阳金逸国际影城-泛华店 浑南西路8号泛华广场购物中心6楼

沈阳橙天嘉禾亿丰时代影城 金卡路16号亿丰时代广场5-6楼

卢米埃沈阳天地影城 北陵大街17号沈阳天地（中汇广场）F3-05

沈阳橙天嘉禾环宇城店 [皇姑区] 塔湾街11号甲中海环宇城4-5楼

盘锦 兴隆台区 大地数字影院-盘锦金玛正和店 步行街南金玛正和购物广场4楼

营口 站前区 营口橙天嘉禾影城 市府路北3号五楼

沈河区

铁西区

大东区

浑南新区

皇姑区

涪城区

中山区

沙河口区

金州区

新抚区

和平区

丹东

抚顺

沈阳

绵阳

大连



福建
金逸国际影城-宝龙IMAX店 工业路193号宝龙城市广场5楼

福州万达影城-金融街店 [台江区] 鳌江路8号金融街万达广场A区4楼

福州金逸影城-新天宇广场店 城门镇福峡路新天宇城市广场4楼

福州万达影城-仓山店 [仓山区] 浦上大道万达广场2号门4楼

晋安区 中影国际影城福州泰禾店 新店镇坂中路6号泰禾广场6F

龙岩星美国际影城 闽西交易城中兴北路1号新发现广场4层4001

龙岩万达影城 [新罗区] 双龙路1号万达广场4楼（龙岩大道与双龙路交汇处）

宁德 蕉城区 宁德万达影城 [蕉城区] 天湖东路1号宁德万达广场4楼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明发店 莲坂明发商业广场东区381号C区3楼

厦门万达影城-SM广场店 [思明区] 嘉禾路399号SM新生活广场（二期）蓝宝石3楼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明发IMAX店 莲坂明发商业广场B区二楼百安居后侧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文艺店 体育路95号文化艺术中心科技馆1楼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名汇店 霞溪路28号名汇广场3楼

大地数字影院-厦门TBK影城 [湖里区] 枋湖客运中心TBK商业中心2楼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五缘湾店 金湖路101号五缘湾乐都汇购物中心L4F007

厦门万达影城-湖里店 [湖里区] 仙岳路4666号万达广场娱乐楼4楼

集美区 厦门万达影城-集美店 [集美区] 银江路137号万达广场5号门娱乐楼4楼

海沧区 厦门金逸国际影城-海沧店 新盛路19号悦实广场5号楼6层

泉州万达影城 [丰泽区] 浦西路万达广场4楼

泉州金逸国际影城-国贸店 云鹿路中段鑫源国贸商城3楼

晋江万达影城-SM广场店 [晋江市] 罗山镇福埔工业区SM国际广场3楼

晋江万达影城-万达店 [晋江市] 梅岭街道万达广场大商业综合体2号楼4楼

晋江金逸国际影城 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会处宝龙城市广场3楼

横店电影城（晋江店） [晋江市] 安海镇(鸿江路与恒安路交汇处)上悦城3楼

安溪县 泉州金逸国际影城-宝龙店 城厢镇建安大道宝龙城市广场3楼

荔城区 莆田金逸国际影城-正荣店 东园路与北大路交叉处正荣时代广场9号楼4楼

城厢区 莆田万达影城 [城厢区] 荔华东大道8号万达广场2号楼4楼

龙海市 龙海金逸国际影城 榜山镇紫崴路44号建发美一城广场4楼

漳浦县 横店电影城（漳浦店） [漳浦县] 绥安镇新都城市广场4楼

龙文区 漳州万达影城 [龙文区] 建元东路2号漳州碧湖万达广场4-5楼

安徽
安庆 大观区 安庆比高电影城 [大观区] 纺织南路80号新地城4楼

蚌埠万达影城-文化广场店 [蚌山区] 淮河文化广场华夏第一街区万达电影城四楼

蚌埠万达影城-万达广场店 [蚌山区] 东海大道与工农路交叉口万达广场4楼

龙子湖区 蚌埠横店电影城 宝龙城市广场B4区3层

亳州 谯城区 亳州横店电影城 魏武大道928号金桥大厦商业楼地上五层

天长市 天长华意影城 天康大道驰宇尚都广场一、二楼

琅琊区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滁州店 南谯北路中环国际广场名店街5楼

阜阳 颍州区 星美国际影城—阜阳汇鑫店 河西路677号汇鑫国际广场F-B509

合肥万达影城-天鹅湖店 [蜀山区] 政务新区南二环路3818号万达广场娱乐楼4楼

合肥金逸国际影城-新地店 潜山路与祁门路交汇处新地中心5楼

合肥金逸国际影城-优购店 青阳北路天龙居5号楼优购·邻里购物中心3楼

合肥橙天嘉禾影城-蜀西店 长江西路与怀宁路交叉口华联购物中心4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合肥港汇店 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叉口港汇广场（百大购物中心）7楼

合肥金逸国际影城-明发店 北二环路与四里河路交口明发商业广场A3区3楼

博纳国际影城-合肥银泰店 长江中路98号银泰中心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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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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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合肥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濉溪路与蒙城北路交叉口北京华联蒙城路店购物中心4楼

合肥万达影城-包河店 [包河区] 马鞍山路130号合肥万达广场娱乐楼4层

华谊兄弟合肥影院 滨湖新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B区4楼

星美国际影城-合肥赢海店 马鞍山南路与太湖东路交口绿地赢海国际大厦C座四层

淮北万达电影城-中泰广场店 [相山区] 人民中路202号中泰广场4、5楼

淮北金逸国际电影城 相山路与南黎路交汇处大润发广场3楼

淮南万达电影城 [田家庵区] 龙湖南路1号海沃世贸广场4层5层

淮南横店电影城 朝阳中路家乐福时代广场5楼

黄山 屯溪区 黄山金逸影城 黎阳IN巷L18

马鞍山橙天嘉禾影城-圣茂店 花雨路123号圣茂国际广场5层

马鞍山万达影城 [雨山区] 太白大道与钟山路交汇处（万达广场4楼-5楼）

宿州 埇桥区 宿州横店影城 汴河中路399号家乐福世纪广场5楼

铜陵县 华谊兄弟铜陵影院 建设东路江南文化园

/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铜陵店 长江东路917号雨润广场8-9层

芜湖镜湖万达电影城 [镜湖区] 弋江路与赭山东路交叉口万达广场娱乐楼4-5楼

芜湖橙天嘉禾影城-大众店 中山路步行街57号

芜湖万达电影城-华强店 [镜湖区] 长江中路与银湖南路交叉口华强广场3-4层

横店电影城（芜湖店） [镜湖区] 中和路苏宁广场10楼

芜湖CGV星聚汇影城-中央城店 [弋江区] 中央城财富街5号楼4楼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芜湖侨鸿店 中山南路侨鸿滨江世纪城B裙楼5层

宣城 宣州区 宣城横店电影城 梅溪路215号威尼达广场B2层

广东
东莞橙天嘉禾影城又一城店 连升路虎门地标大厦四层

东莞金逸国际影城-虎门店 太沙路64号步行街DE栋4-6层

东莞星美国际影城-虎门店 金洲社区地标广场天虹商场3楼

东莞橙天嘉禾影城第一国际店 鸿福路200号第一国际汇一城购物中心B座3楼

东莞典范国际影城 鸿福路92号中环财富广场（即苏宁电器4楼）

东莞横店电影城 东纵路111号威尼斯广场D区（天虹商场旁）

东莞万达电影城-东城店 [东城区] 东纵路万达广场4楼

东莞博纳国际影城 东升路229号星河城购物中心3楼

长安 东莞万达电影城-长安店 东门中路1号万达广场4楼

横店电影城（东莞店） 东纵路111号威尼斯广场D区（天虹商场旁）

东莞星汇电影城 向阳路2号文化广场

厚街 东莞金逸国际影城-厚街店 富民商业街C栋4楼

黄江 东莞星美国际影城-黄江店 环城北路与樟莞路交汇处星光城3楼

樟木头 东莞橙天嘉禾影城天一城店 西城路11号天一城购物中心五楼

/ 东莞星美国际影城-普宁店 普宁市流沙市区新河西路西侧汇润幸福里商业楼3楼

万江区 东莞万达电影城-万江店 万道路华南MALL,D区三楼

金逸影城-番禺沙湾店 西环路1502号荔园新天地三楼

广州泛洋国际影城 德兴路80号汇珑新天地5楼

中影火山湖电影城-番禺店 桥南街桥南路108号（哈街）三楼

番禺市桥文化中心电影院 光明南路7号文化中心3-4楼

广东科学中心 番禺区大学城西六路168号

星美国际影城-番禺奥园店 桥南街福德路281号奥园广场三楼

广州丽江影城 丽江花园渔人码头商饮中心三楼丽江

沙湾3D数字电影院 沙湾镇大巷涌路沙湾文化中心

金逸影城-大石店 [番禺区] 大石建华路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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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万达电影城 [番禺区] 兴南大道东368号万达广场4楼

广州飞扬影城-正佳店 [天河区] 天河路228号正佳广场7楼

广州UA花城汇影院 花城大道89号花城广场花城汇负一层

广州飞扬影城-天河城店 [天河区] 天河路208号天河城4楼

中影国际影城-太阳新天地店 珠江新城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8楼

天河电影城 天河路623号岗顶天娱广场5楼

广州飞影电影城 东莞庄路世纪联华二楼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维家思店 黄埔大道西188号维家思广场三楼

广州横店电影城 长兴路13号高德汇购物广场三楼

广州天影影城 [天河区] 迎龙大道168号（工业大学旁近龙洞步行街）

广州星汇电影城 西湖路63号光明广场7楼（北京路广百南门对面）

中华广场电影城 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8楼

华影青宫电影城 北京路312号青年文化宫二楼

广州保利国际影城 建设大马路18号中环广场南区五楼(广东电视台对面)

市一宫电影城 [越秀区] 文明路65号市文化宫

广州五月花电影城 中山五路68号五月花商业广场6-7楼

广州白云万达电影城 云城东路503号白云万达广场3楼

广州橙天嘉禾影城 机场路云霄街353栋5号停机坪购物广场3楼

华影梅花园影城 广州大道北28号梅花园商业广场5楼

广州保利国际影院—同德店 西槎路99号骐利广场五楼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太阳城店 广州大道北1811号嘉裕太阳城广场三楼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百信店 机场路1423-1455号百信三期5楼

左岸国际电影城 [白云区] 松南路1号汇锦新天地D栋2楼(罗冲围客运站旁)

广州展映龙骏影城 增槎路1068号龙骏广场F座三层

横店电影城（庆丰店） [白云区] 庆丰广场路财智广场3楼

广州华影万晟国际影城 逢源路153号（市三宫）三至五楼

华影星美国际影城 环市西路133号华南影都D区二楼

广州平安大戏院 十甫路125号(上下九步行街内)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和业店 康王中路486号和业广场4楼(龙津东路口)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森多利店 芳村陆居路19号森多利广场一、二楼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西村店 西增路63号原创元素创意园自编A11号二楼(原啤酒厂)

星美国际影城-花都店 新华街龙珠路39号来又来广场5楼

金逸影城-花都狮岭店 狮岭镇阳光路丽莎广场七层

广州增城万达电影城 增城大道69号万达广场4楼

广州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新塘镇港口大道北金海岸城市广场四楼

大地数字影院-挂绿广场店 荔城镇挂绿路6号挂绿广场5楼

飞扬影城—乐峰店 工业大道北106-108号楼乐峰广场2楼

广州UME国际影城 宝岗大道498号广百新一城广场6楼

上影联和电影城 江燕路108号燕汇广场4楼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达镖店 昌岗中路238号达镖国际中心第五层

广州哈艺时尚影城 石榴岗路10号（生物工程大厦1楼）

星美国际影城-新都荟店 东晓南路1209号新都荟四楼

黄埔区 广州金逸国际影城—惠润店 黄埔东路298号惠润广场四层

广州思哲国际影城 大岗镇兴业路96号阳光城市广场一号楼4楼

万众国际影城-南沙店 进港大道4号华汇国际广场4楼

横店电影城（南沙店） [南沙区] 进港大道10奥园海景城中环广场4楼

深圳万达电影城-海雅店 建安一路与新圳路交汇处的海雅广场四层第406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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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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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城市

海珠区



中影环星电影城新安店 新安二路70号

深圳横店电影城 民治书香门第上河坊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沙井店 沙井街道民主大道豪景城东座1-3层之3楼301号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建安店 建安二路河东骏丰园首层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龙华店 龙华新区建设路与东环路交界处崇尚百货4楼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民治店 民治大道牛栏前大厦3楼

深圳西乡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西乡大道与新湖路交汇处天虹购物中心3楼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碧海城店 西乡兴业路与悦海路交汇处碧海城广场4楼

深圳新华银兴国际影城 西乡宝安大道与金海路交汇处金港华庭一栋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观澜店 观澜镇观光路万悦城广场4楼

南国艺恒国际影城-沙井店 沙井街道西环路同心广场3楼

深圳星美国际影城-观澜店 观澜镇桂花社区桂花路108号首信广场5楼

深圳星美国际影城-宏发中心店 宏发中心区领域商业广场三楼

深圳UL城市影院-宝安店 兴业路高发西岸花园7栋

深圳德金国际影城 福永街道和平社区桥和路315号德金财富广场2楼

深圳UL城市影院-福永店 福永大道国惠康商场4楼

深圳UL城市影院-宝安店 兴业路高发西岸花园7栋

深圳UL城市影院-乐尚店 翻身路与裕安一路交界乐尚生活广场2楼

深圳嘉乐影城-固戍店 西乡固戍一路置富广场一楼

深圳太平洋影城-天利店 海德三道85号天利名城购物中心5楼

深圳太平洋影城-星海名城店 前海路3101号星海名城6楼

深圳太平洋影城-京基百纳店 白石路与石洲中路交汇处京基百纳广场3楼

华谊兄弟影院—深圳太古城店 深圳湾中心路宝能太古城北区一期B132

华影信和影城 南海大道2088号信和购物广场4楼

深圳中影益田假日影城 益田假日广场L3－8

深圳海岸影城 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购物中心三楼

深圳保利国际影城-南山店 文心五路保利文化广场B区3楼

百川国际影城 南新路3022号欢乐颂购物广场5楼

深圳UL城市影院-西丽店 西丽镇366大街商城2楼

华夏君盛影城-南山店 [南山区] 前海路创业路交汇处港湾丽都购物广场2楼

深圳太平洋影城-东海店 香蜜湖红荔路8099号东海购物广场四楼

深圳中影今典国际影城 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三楼

深圳金逸国际影城—中心城店 福华一路3号怡景中心城G层

深圳南国影城-中信店 [福田区] 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城市广场三楼

深圳万众国际影城—NEO店 香蜜湖立交NEO大厦A栋3楼

深圳百老汇影城 [福田区] 福华三路COCOPARK购物公园2楼

深圳嘉之华中心影城 [福田区] 福中一路2016号深圳音乐厅

深圳保利国际影城-大中华店 福华路北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4楼

深圳博纳国际影城-皇庭店 [福田区] 福华三路118号皇庭广场B1-3

深圳世纪星晖影城 渔农村福田口岸商业广场

深圳太平洋影城-新城汇店 横岗镇红棉路与横岗一号路交汇处新城汇5楼

华夏太古国际影城—万科红店 布吉锦龙路89号万科红生活广场二楼

深圳博纳国际影城-龙岗店 黄阁南路666号星河时代CoCoPark4楼S-032铺

南国艺恒国际影城-坂田店 坂田街道吉华路999号坂田商业广场5楼

深圳盛达国际影城 中心城爱龙路18号瑞华园祥情世纪广场

深圳星烨南岭国际影城 [龙岗区] 布吉镇南岭村开放路商业中心大众城5楼

深圳一帆影城 布吉街道信和爱琴居商铺201

宝安区

南山区

福田区

龙岗区

深圳



深圳金域新百花电影城 南约社区宏佰超市四楼（宝龙比亚迪厂斜对面）

深圳达梦国际影城 宝荷大道81号振业峦山谷尖沙咀购物中心3楼

深圳聚星国际影城 [龙岗区] 布澜路李朗国际珠宝园C1栋3楼

深圳UL城市影院-坪山店 坪山街道建设路9号泰华商城4楼(街道办对面)

深圳金域世纪电影城 横岗街道茂盛路1号志健时代广场4楼

深圳星美国际影城-龙岗万科店 龙翔大道7188号万科广场3楼

米高梅国际影城-横岗店 龙岗大道5008号横岗大厦商业4楼

深圳戏院 新园路1号东门步行街西口

深圳橙天嘉禾影城 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万象城中座三楼

深影凤凰国际影城 黄贝岭凤凰路181号京基凤凰印象三楼

深圳南国影城-金光华店 金光华商业广场三楼

盐田区 深圳创意港国际影城 沙头角国际创意港主楼2楼

韶关 浈江区 韶关影都 风度中路78号

汕尾 海丰县 中影百川电影城 [海丰县] 红城大道西地王广场岁宝百货3楼

中山CGV星星国际影城-石岐店 凤鸣路3号兴中广场B2座4层

中山金逸国际影城-石岐店 大信南路2号大信新都汇5楼

中山橙天嘉禾利和影城 中山三路16号利和广场五层-22

小榄 中山金逸国际影城-小榄店 升平路18号大信新都汇4楼

东凤 中山金逸国际影城-东凤店 [东凤] 凤翔大道2号名扬世纪广场3楼

坦洲 中山比高电影城 [坦洲] 坦神北路118号皇爵假日广场4楼

佛山保利国际影城 灯湖西路20号保利水城3楼

佛山金逸国际影城-黄岐店 大沥镇黄岐西路31号南方广场D栋首层

佛山英皇UA影城 桂城街道石龙南路怡丰城4楼L444-L501

佛山金逸鹏瑞利IMAX影城 桂城季华七路与澜桂路交叉口鹏瑞利季华广场三楼A3-A42

佛山万达电影城 桂澜北路28号南海万达广场4楼

佛山金逸国际影城-南庄店 南庄镇南庄二马路89号吉利购物广场4楼

佛山大明星电影城 [禅城区] 卫国路55号1楼

佛山九鼎横店电影城 季华六路九鼎国际城1区2-3层

佛山禅城横店电影城 和平路12号1506创意城12-13栋2层

佛山金逸影城-普君店 普祥路8号首层P71-P7号

顺德天星电影城 陈村佛陈路1号顺联广场4楼

中影星汇数字影院-均安店 均安镇鹤峰路1号都市经典广场16座3楼312号

顺德横店电影城 乐从镇乐从大道星光广场3-4楼

惠州金逸国际影城-意生店 江北文明一路5号意生广场5楼

惠州橙天嘉禾影城-华贸店 江北文昌一路9号华贸天地5楼

惠州万达影城 [惠城区] 河南岸演达一路港惠新天地（沃尔玛）4楼

惠阳区 惠州世纪影城 [惠阳区] 龙海三路世纪城D栋5楼

阳江 江城区 阳江金逸国际影城-名扬店 三环路名扬国际广场大润发商业楼4楼

蓬江区 CGV星聚汇影城江门蓬江店 [蓬江区] 白石大道166号汇悦城5楼

台山市 金逸国际影城-台山地王店 台城镇台山地王广场E区3楼3073号

霞山区 湛江金逸国际影城-霞山店 人民大道28号怡福国际广场5楼

湛江金逸国际影城-赤坎店 海北路9号之一鹰展假日广场4楼

 横店电影城（湛江店） [赤坎区] 观海北路18号丽悦新天购物中心2楼

河源 源城区 河源橙天嘉禾影城-凯旋店 建设大道华达凯旋广场3楼

肇庆市工人影剧院 天宁北路76号

肇庆金逸国际影城-星湖店 端州四路10号星湖国际广场4楼

珠海大会堂 凤凰南路1014号

端州区

香洲区

石岐

南海区

禅城区

顺德区

惠城区

赤坎区

龙岗区

罗湖区

惠州

江门

湛江

肇庆

珠海市

深圳

中山

佛山



珠海星河国际电影城 兴业路391号城市广场（香洲家乐福）五楼

广西
北海 银海区 北海恒大影城 金海岸大道88号恒大御景半岛恒大影城3楼

南宁橙天嘉禾影城-盛天地店 中越路8号盛天华府B1层

南宁时代电影大世界 新民路4号王府井奥特莱斯6楼

南宁金逸国际影城-红星店 兴宁路步行街59号红星城三楼

南宁万达电影城 [兴宁区] 青云街18号万达广场B座三楼

南宁橙天嘉禾影城-江南店 白沙大道20号（白沙亭江路口）南城百货4楼

横店电影城（南宁水街店） [江南区] 水街7号楼2-3层

西乡塘区 星美国际影城-南宁新世界店 大学东路98号百货大楼新世界购物中心A区3楼

桂林 象山区 桂林金逸国际影城-心连心店 中山中路8号桂名大厦3楼

钦州 钦南区 钦州横店电影城 人民路13号恒基广场A座5楼（东风市场旁边）

梧州 万秀区 梧州文化中心影城 [万秀区] 奥奇丽路1号南侧1-2楼(近市政府广场)

山东
东营 东营区 东营万达影城 [东营区] 西城北一路与西二路的交汇处乐天玛特四楼

德州 德城区 德州万达影城 [德城区] 湖滨南大道259号五、六楼中厅

横店电影城（菏泽店） [牡丹区] 东方红大街488号惠和超市五楼

菏泽新世纪电影城 [牡丹区] 中华东路901号惠和商业中心四楼

临沂金逸国际影城-万兴都店 涑河南街3号万兴都商业公园2号楼

临沂星美国际影城-万阅城店 新华路12号万阅城百丽广场7楼

临沂奥斯卡幸福蓝海国际影城 解放路122号久隆奥斯卡商业广场D馆

莱芜 莱城区 莱芜横店电影城 凤城西大街60号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玉函店 [历下区] 经十路19288号鲁商广场地下一层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燕山银座店 [历下区] 窑头路8号银座购物广场1楼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赛博店 [历下区] 解放路43号赛博数码广场五楼

济南百丽宫影院 [历下区] 泉城路188号恒隆广场东塔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泉城路店 [历下区] 泉城路339号悦荟广场四楼

济南橙天嘉禾影城 二环南路与阳光新路交汇处中海环宇城5楼

济南万达影城-魏家庄店 经四路5号万达广场娱乐楼5楼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嘉华店 [槐荫区] 经二路588号嘉华购物广场5楼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阳光100店 [槐荫区] 阳光新路19号阳光100美乐汇B区3楼

济南丁豪横店电影城 工业南路与舜华路交叉口丁豪广场4楼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洪楼店 [历城区]花园路101号海蔚广场地下一层

天桥区 大地数字影院-缤纷五洲 济泺路96-1号缤纷五洲广场三楼

济宁 / 济宁万达电影城 太白东路万达广场4楼

青岛星美国际影城-新业广场店 辽阳西路100号新业广场三层

青岛万达影城-台东店 台东三路63号万达广场四层

青岛万达影城-CBD店 延吉路112号CBD万达广场娱乐楼三层

 即墨市 青岛星美国际影城-即墨宝龙店 振华街88号宝龙广场4楼

青岛横店电影城-中山路店 中山路67号

青岛金逸国际影城-CBD店 南京路8号府都大厦4-6楼

青岛百老汇影城 [市南区] 澳门路88号百丽广场三层

 城阳区 大地数字影院-盛文影城 黑龙江中路228号盛文奥特莱斯负一层

青岛万达影城-李沧店 巨峰路148号万达广场3楼

青岛横店电影城-李沧店 九水路227号宝龙城市广场4楼

青岛奥维尔国际影城 夏庄路7号乐客城购物中心4楼

胶州市 青岛金逸国际影城-胶州店 郑州东路61号甲新向阳广场4层

市南区

李沧区

兰山区

历下区

市中区

槐荫区

历城区

市北区

香洲区

青秀区

兴宁区

江南区

牡丹区菏泽

临沂

济南

青岛

珠海市

南宁



泰安 泰山区 泰安横店电影城 温泉路北首宝龙城市广场南区6号楼二楼

威海乐天影城 [环翠区] 新威路17-5威高购物中心四楼

威海横店电影城 和平路6号苏宁电器广场负一楼

大地数字影院-华夏永旺 华夏路18号永旺购物中心3层

荣成市 大地数字影院-荣成尚悦店 石岛管理区黄海南路118号尚悦百货6楼

威海万达影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 九龙城购物广场4楼

威海金逸国际影城-乐天店 [经济技术开发区] 青岛中路乐天世纪城2期4楼

潍坊星美国际影城 东风东街360号泰华城4楼

潍坊万达影城-奎文店 [奎文区] 胜利东街4000号银座购物中心4层

潍坊万达影城-鸢飞店 [奎文区] 鸢飞路958号万达广场四层

潍坊百老汇影城 [奎文区] 福寿东街4369号谷德广场五楼东

寿光市 潍坊万达影城-寿光店 [寿光市] 圣城东街198号东城全福元商厦B座3楼

烟台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悦城店 [芝罘区] 海港路大悦城购物中心4楼

烟台万达影城 [芝罘区] 西关南街6号万达广场4楼

龙口市 烟台星美国际影城-龙口博商店 东莱街258号博商购物广场9楼

莱山区 烟台星美国际影城-祥隆店 埠岚村55号祥隆购物广场5楼

牟平区 烟台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牟平区] 北关大街918号太平洋广场三楼

淄博 张店区 淄博万达影城 华光路彩世界商业广场4楼

山西
大同万达影城-华林店 [城区] 红旗广场北华林新天地四层西区

大同万达影城-凯德店 [城区] 工农路凯德世家广场（永泰广场写对面）百盛购物中心五层

晋城 / 晋城万达电影城 新市西街与瑞丰路交叉口凤展新时代广场七层

太原横店电影城-贵都店 柳巷南路贵都世纪广场12楼

太原横店电影城-同至人店 朝阳街同至人购物中心八楼

太原金逸国际影城-北美店 长治路116号北美新天地6楼

太原横店电影城-王府井店 亲贤北街王府井百货六楼

太原星美电影城 [小店区] 平阳路40号美特好超市4楼

阳泉 城区 阳泉橙天嘉禾影城 滨河新天地商业广场四楼

盐湖区 横店电影城（运城店） [盐湖区] 禹都大道华联购物广场3楼

河津市 河津横店电影城 紫金街中段东星时代广场5楼

江西
上饶 上饶县 上饶橙天嘉禾丰跃影城 旭日北大道888号香港名城3楼

青山湖区 南昌万达影城-达观广场店 北京东路1819号达观国际广场4楼

南昌万达影城-红谷滩店 会展路999号红谷滩万达广场3楼

南昌金逸国际影城-红谷滩店 绿茵路129号联发广场红谷中心天虹四楼

南昌世茂国际影城 [红谷滩新区] 红谷中大道1706号世茂广场6楼

南昌新华银兴国际影城 [红谷滩新区] 学府大道219号新华文化广场3楼

西湖区 南昌万达影城-八一店 八一大道333号万达广场四楼

橙天嘉禾景德镇影城 广场南路金鼎百货购物中心四楼

景德镇横店电影城 人民广场瓷都新天地5楼

景德镇恒大影城 景东大道9号恒大名都商业中心3-4层

吉安 吉州区 金逸影城-天虹店 井冈山大道天虹商场5楼

新余金逸国际影城-抱石店 公园北路68号高能广场4楼

新余横店影视电影城 胜利南路183号天恒国际大厦4楼

新余工人文化宫横店电影城 抱石大道179号(老体育馆）

鹰潭 月湖区 鹰潭横店电影城 站江路12号天裕豪生大酒店4楼

陕西

城区

迎泽区

小店区

红谷滩新区

珠山区

渝水区

环翠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奎文区

芝罘区

新余

烟台

大同

太原

运城

南昌

景德镇

威海

潍坊



汉中 汉台区 汉中万达影城-万邦广场店 天汉大道999号万邦时代广场1号楼6层

西安恒大影城 大寨路99号恒大影城3-4楼

西安曲江国际影城-大雁塔店 慈恩西路东侧秦汉唐国际文化商业广场三楼

西安华大影院 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二楼

卢米埃西安凯德影城 南二环西段凯德广场五楼

西安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银泰中心四楼

西安太平洋电影城-雁塔店 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

西安欢乐小马影城 长安中路36号陕西省军区A区军人服务社商业楼8楼

西安万达影城-李家村店 雁塔路北段8号万达广场娱乐楼四层

西安幸福蓝海国际影城 金花南路59号立丰国际九楼

西安橙天嘉禾怡丰影城 二环南路西段155号怡丰城3楼310号

西安米格国际影城 [碑林区] 环城南路东段336号大南门外珠江时代广场世纪金花四层

西安横店影城（中贸店） [碑林区] 南关正街中贸广场15号楼5楼

西安万达影城-民乐园店 解放路111号民乐园万达广场四层

西安万达影城-东新街店 解放路63号民乐精品服饰广场四层（靠东新街）

西安曲江国际影城-临潼店 [临潼区] 北环路新全都购物广场四楼

西安太平洋电影城-临潼店 大唐华清城西面负一楼

未央区 西安万达影城-大明宫店 太华北路369号

湖北
武汉银兴菲林国际影城 友谊大道团结湖村路福克茂五楼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南湖店 丁字桥南路518号南国南湖城市广场3楼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销品茂店 徐东大街18号销品茂5楼（近友谊大道）

江汉环球电影城 司门口解放路464号原江汉剧场(户部巷对面)

武昌横店影城 张之洞路南国首义汇广场南三楼（紫阳湖公园对面）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中南店 武珞路440号中南国际城4楼

武汉万达影城-春树里店 中北路166号岳家嘴东湖春树里购物中心四层

武汉万达影城-汉街中央文化区店 水果湖楚河汉街1号万达广场五层

洪山礼堂银兴影城 洪山路81号（洪山礼堂广场）

武汉兴汇百老汇影城 [武昌区] 武珞路628号亚贸广场购物中心6楼

湖北剧院银兴电影城 阅马场湖北剧院内

武汉银兴菲林国际影城-群星店 [武昌区] 徐东大街120号群星城5楼

武商摩尔国际电影城 解放大道武汉国际广场690号7楼

武汉万达影城-江汉路店 交通路1号悦荟商业广场C座二层（近花楼街）

武汉万达影城-菱角湖店 新华西路（唐家墩路5号）菱角湖万达广场娱乐楼4层

湖北银兴乐天影城-西园旗舰店 万松园路100号西园步行街3楼

武汉泛海国际影城 [江汉区] 云彩路198号泛海城市购物中心五层

武汉横店影视电影城
武汉市中山大道818号7楼(乘新佳丽时尚广场、王府井百货、平安大厦

观光电梯直达）

环艺新民众影城 汉口中山大道608号新民众乐园4-5楼

武汉环银电影城 解放大道686号世贸广场8楼（武汉广场旁）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杨汊湖店 姑嫂树路与兴业路交汇处南国北都城市广场三楼

城市广场摩尔国际电影城 后湖大道111号汉口城市广场A座3楼

武汉华夏国际影城后湖百步亭店 后湖大道268号新生活摩尔城三楼

中影国际影城-东购店 二七路东部购物公园C2栋4楼

武汉天汇百老汇影城 [江岸区] 江汉路118号新世界时尚广场6楼（近汉江二路）

武汉中影天河影院 武汉洪山区光谷步行街光谷世界城C座3楼

武汉CGV星聚汇影城-光谷店 [洪山区] 光谷新技术开发区光谷街23号德国步行街F地块8号楼3－6层

武汉华夏国际影城-鲁广店 珞瑜路726号鲁巷广场购物中心7楼

雁塔区

碑林区

新城区

临潼区

西安

武汉

武昌区

江汉区

江岸区

洪山区



武汉光谷正华银兴影城 民族大道118号光谷时间广场3楼

华谊兄弟影院武汉光谷店 关山大道光谷天地F1区三楼

洪山天河国际影城 珞瑜路6号（乐天城购物中心6楼，群光广场旁）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王家湾店 王家湾龙阳大道特6号摩尔城C区5楼

汉阳天河国际影城 汉阳大道687号，汉商21购物娱乐中心三楼

武汉万达影城-汉商店 汉阳大道139号F座5层（近平山前街）

武汉人信汇百老汇影城 [汉阳区] 龙阳大道58号人信汇商业广场A座4楼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武胜店 中山大道238号武胜路凯德广场7楼

武汉欢乐小马影城 古田四路13号B8栋2-3层

江夏区 银兴乐天影城江夏店 江夏大道128号附1号中央大街2号楼4楼

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万达影城-经开店 东风大道111号经开万达广场三层（近武汉人民政府）

武汉CGV国际影城-奥山店 和平大道809号奥山世纪广场5号门3楼

青山天河国际电影城 建七路52号（青山区文化馆内）

东西湖区 武汉金逸国际影城-吴家山北冰洋店 吴家山四明路北冰洋城市广场4楼

黄陂区 华谊兄弟影院-武汉黄陂店 黄陂大道387号黄陂广场C座（国土局旁）

恩施 建始县 建始横店电影城 业州广场127号商业楼三楼

荆门 掇刀区 荆门横店电影城 虎牙关大道11号星球商业中心四楼

荆州 荆州区 荆州万达影城 [荆州区] 北京西路与武德路交汇处万达广场4楼

黄石港区 黄石磁湖梦电影城 [黄石港区] 黄石大道631号大金新百5楼

大冶市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冶店 新冶大道38号雨润国际广场6楼

黄冈 黄州区 黄冈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东坡大道东坡外滩C-3栋3层（艳阳天对面）

仙桃 仙桃市 仙桃横店电影城 大新路56号仙桃城市广场4楼

襄阳 樊城区 襄阳万达电影城 [樊城区] 长虹北路9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楼

孝感 / 孝感天逸影城 城站路43号百佳宏业商城3楼

咸宁 咸安区 咸宁华谊兄弟影院 温泉经济开发区温泉路66号瑞融国际广场五层

西陵区 金逸国际影城-宜昌卓悦店 东山大道109号卓悦广场6楼

伍家岗区 宜昌万达电影城 夷陵大道万达广场娱乐楼3-4层

湖南
长沙万达影城-步步高店 [岳麓区] 金星中路428号步步高商业广场9楼

长沙金逸国际影城-时代店 桐梓坡路与玉兰路交汇处时代广场四楼

长沙CGV星聚汇影城-岳麓店 岳麓大道57号奥克斯广场娱乐楼5楼

岳麓横店电影城 含浦米兰春天G3号楼1楼

雨花区 长沙保利国际影城-喜盈门店 万家丽路中段36号喜盈门范城3号栋5-6层

长沙万达影城-解放路店 [天心区] 黄兴南路445号

长沙星美国际影城-悦方店 [天心区] 坡子街悦方ID MALL 5楼

浏阳市 浏阳恒大影城 白沙东路118号恒大华府剧场3楼

长沙万达影城-开福店 [开福区] 湘江中路开福万达广场5楼

长沙沃美影城 金泰路199号世纪金源购物中心C座一楼

常德 武陵区 常德金逸国际影城-泽云店 [武陵区] 武陵大道泽云广场4楼

郴州 北湖区 郴州万达影城-生源购物中心店 [北湖区] 八一路步行街生源时代广场

雁峰区 衡阳万达电影城 [雁峰区] 解放大道121号4楼

高新区 衡阳金逸国际影城-中心城店 解放大道21号步步高广场4楼

怀化 鹤城区 怀化星美国际影城 迎丰西路怀化大厦国际名品城4-5楼

娄底 新化县 新化比高电影城 [新化县] 梅苑南路友阿世茂商业广场4楼

湘潭 岳塘区 湘潭横店影城 建设路口步步高广场8楼

邵阳 邵东县 邵东横店电影城 衡宝路376-378号

岳阳万达影城-步步高广场店 [岳阳楼区] 花板桥步步高广场6楼
岳阳

硚口区

青山区

岳麓区

天心区

开福区

岳阳楼区

武汉

黄石

宜昌

长沙

衡阳

洪山区

汉阳区



岳阳恒大影城 求索西路118号恒大影城3层

株洲星美国际影城 新华西路559号华润万家购物广场4楼

株洲万达影城-东都广场店 [荷塘区] 红旗中路1号东都文化广场4楼

芦淞区 株洲千金影城 芦淞区建设中路七号

河北
保定 新市区 保定万达电影城-万博店 [新市区] 朝阳北大街99号万博广场北区5楼

邯郸 丛台区 邯郸横店电影城 人和街179号恒富天地三楼

三河市 星美国际影城-廊坊燕郊店 燕郊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洋广场C馆4楼

广阳区 廊坊万达电影城 [广阳区] 新华路50号万达广场四楼

桥西区 石家庄星美国际影城-海悦天地店 裕华西路66号海悦天地A座五层

石家庄万达电影城-裕华店 [裕华区] 槐安路136号万达广场娱乐楼3楼

石家庄金太狼影城 [裕华区] 槐安东路谈固东街交口永辉超市3楼

桥东区 石家庄UME影城 中山东路39号（长征街口）勒泰中心五楼

新华区 横店电影城（苏宁广场店） [新华区] 中山西路77号苏宁生活广场7楼

长安区 横店电影城（东胜广场店） [长安区] 中山东路508号东胜广场4楼

秦皇岛 海港区 秦皇岛金逸国际影城-海港店 太阳城正阳街5号乐都汇购物广场四楼

唐山万达电影城-路南店 [路南区] 新华东道与增盛路交叉口万达广场四楼

唐山CGV星聚汇影城-路南店 [路南区] 新华西道四号银泰百货四层

路北区 唐山银兴百老汇影院 [路北区] 建设北路128号远洋城3层E区

邢台金逸国际影城-天一城店 新华北路235号天一城广场A座7楼

横店电影城（邢台店） [桥东区] 中兴东大街世贸天街3层

河南
安阳 文峰区 安阳横店电影城 中华路义乌商贸城写字楼4楼

沁阳市 焦作横店电影城-沁阳店 怀府中路玫瑰城C区3楼

济源市 焦作横店电影城-济源店 天坛路信尧城市广场四楼

洛阳横店电影城 中州中路287号中央百货大楼7楼

洛阳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中州中路建业凯旋广场七楼

洛龙区 洛阳星美国际影城-宝龙店 开元大道中段宝龙城市广场B3-02

涧西区 洛阳万达影城 辽宁路170号万达广场4楼

老城区 洛阳新华国际影城 青年宫广场北侧

鼓楼区 开封横店电影城 中山路北段319号光彩商业街3楼

金明区 开封东京电影城 大梁路西段东京艺术中心内

平顶山 宝丰县 平顶山宝丰金逸国际影城 宝丰县迎宾大道大驰商业广场三楼

新乡 卫滨区 新乡银河欢乐影城 [卫滨区] 平原路尚潮去新乡店6楼

信阳 浉河区 信阳横店电影城 民权路天润广场五楼

许昌 长葛市 长葛横店电影城 钟繇大道与秦公路交汇处保盛生活广场5楼

郑州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建业店 郑汴路与中州大道交汇建业置地广场

 郑州保利国际影城 农业路东47号正大世纪广场3楼

郑州横店电影城-百盛店 东太康路与人民路交叉口百盛购物广场6楼

郑州万达影城-二七店 大学路航海路万达广场娱乐楼

郑州幸福蓝海国际影城-福都店 未来路与航海路交叉口向西200米福都购物广场4楼

郑州红地毯国际影城 航海路中州大道富田太阳城一站广场C区三楼

巩义市 巩义横店电影城 滨河路与永新路交汇处盛威凯旋门三楼

郑州万达影城-中原店 中原路171号万达广场5层

郑州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锦艺店 桐柏路棉纺路交叉口西北角锦艺城四楼

 郑东新区 郑州横店电影城-宝龙店 农业路与如意路交叉口宝龙城市广场A区3楼

海南

路南区

焦作

洛阳

开封

郑州

西工区

金水区

二七区

管城回族区

中原区

岳阳

桥东区

岳阳楼区

荷塘区

裕华区

株洲

廊坊

石家庄

唐山

邢台



儋州 儋州 儋州恒大影城 [儋州] 那大镇文化北路恒大影城3层

美兰区 海口金逸国际影城-星海湾店 新埠岛星海湾水岸风情街A区三楼

龙华区 海口万达影城-万国大都会店 大同路26号万国大都会8楼

三亚 河东 三亚万达影城-海棠湾店 海棠湾区海棠湾路海棠湾万达文化中心1楼

宁夏
固原 原州区 固原横店电影城 政府街51号尚都购物六楼

银川万达影城-东方红店 新华东街227号东方红广场8楼

宁夏人民会堂国际影城 公园街5号宁夏人民会堂

银川万达影城-金凤店 正源北街22号万达广场娱乐楼4楼

银川橙天嘉禾影城 北京中路拉普斯亲水商业广场三层

西夏区 银川万达影城-西夏店 怀远东路325号西夏万达广场4楼

青海
西宁横店电影城 西大街40号王府井百货B馆五楼

西宁橙天嘉禾创新影城 长江路128号北京华联购物中心三楼

/ 星美国际影城—力盟店 西宁市五四大街37号力盟步行街6号楼

黑龙江
让胡路区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庆松雷广场店 中原路3号松雷购物休闲广场5层

萨尔图区 大庆万达影城-萨尔图店 东风路15-3号万达广场娱乐楼四楼

哈尔滨万达影城-中央大街店 中央大街232号万达商业广场A座三楼

哈尔滨华谊兄弟影院-群力店 群力第五大道金鼎广场4楼

哈尔滨万达影城-哈西店 中兴大道168号万达广场三楼

哈尔滨CGV星聚汇影城-学府店 [南岗区] 学府路1-1号凯德广场5楼

哈尔滨万达影城-衡山店 衡山路17-1号万达广场四楼

哈尔滨万达影城-乐松店 三大动力路8号乐松购物广场4楼

松北区 哈尔滨星美国际影城-盛恒基店 中源大道8999号盛恒基生活广场5楼

内蒙古
包头 青山区 包头万达影城 [青山区]青年路26号万达国际电影城4层

赤峰 红山区 赤峰万达影城 [红山区] 西拉沐沦大街万达广场四楼

鄂尔多斯 东胜区 鄂尔多斯横店电影城 伊金霍洛西街王府井百货五楼

呼和浩特横店电影城 中山西路维多利时代城F栋六楼

呼和浩特万达影城-美特好店 [回民区] 牛街美特好大卖场3层

呼和浩特星美国际影城-新港店 中山西路25号工人文化宫三楼

呼和浩特金逸国际影城-嘉茂店 鄂尔多斯大街26号嘉茂购物中心4楼

呼和浩特万达影城-新华东街店 [赛罕区] 新华东街26号万达广场C座4楼

新城区 呼和浩特万达影城-维多利店 [新城区] 中山西路1号维多利购物中心7楼

满洲里市 满洲里万达影城 满洲里万达影城

扎兰屯市 扎兰屯横店电影城 发达广场D区4楼

锡林郭勒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横店影城 那达慕大街银座商业广场5楼

通辽 科尔沁区 通辽搜秀国际影城 [科尔沁区] 和平路中启广场4楼

吉林

白山 抚松县 白山万达影城-南区店 松江河镇万达旅游小镇南区娱乐楼K楼

长春万达影城-红旗街店 [朝阳区] 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娱乐城4楼

长春万达影城-欧亚店 [朝阳区] 开运街5178号欧亚卖场20门4楼

南关区 长春万达影城-重庆路店 [南关区] 重庆路1388号万达广场4楼

长春万达影城-宽城店 [宽城区] 北人民大街3366号长春宽城万达广场4楼

长春横店影城 青年路与新月路交汇处住邦城市广场6号门5楼

二道区 长春万达影城-赛德店 [二道区] 仙台大街1288号赛德购物中心7楼

海口

香坊区

回民区

赛罕区

朝阳区

宽城区

呼伦贝尔

长春

银川

西宁

大庆

哈尔滨

呼和浩特

兴庆区

金凤区

城中区

道里区

南岗区



吉林 昌邑区 吉林万达影城-财富广场店 建设街1367号财富广场B座5楼

甘肃
兰州星美国际影城-瑞德店 东岗东路1999号万国港7楼

兰州万达电影城-城关万达广场店 [城关区] 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4楼

安宁区 兰州万达电影城-康桥广场店 [安宁区] 安宁西路3号康桥国际购物中心5楼

庆阳横店电影城 南大街21号昊鑫时代广场

庆阳首映国际影城 南大街2号丽晶百货8楼

嘉峪关 / 嘉峪关横店电影城 新华北路12号东方百盛8楼

贵州
毕节 毕节市 毕节星空影城-亚泰花园店 清毕北路亚泰花园一楼

贵阳星空影城-恒峰店 中山西路与公园路交叉口

贵阳世茂国际影城 北京路219号星力银海元隆广场2楼

贵阳万达影城-中大广场店 [云岩区] 大营坡中大国际广场三层

贵阳横店电影城 文昌南路亨特城市广场LG层

贵阳星美国际影城-花果园店 Garland花果园购物中心1楼

贵阳银座影城 南明区中山东路32号银座商务大厦三楼

白云区 贵阳星空影城-金阳店 白云区诚信南路步行街C区3楼

小河区 贵阳碧园国际影城 [小河区] 黄河路42号

六盘水 钟山区 六盘水星空影城 钟山大道人民广场凉都宫三楼

黔南 龙里县 星空龙里龙城国际影城 金龙路龙城国际广场4楼

云南
楚雄 楚雄市 楚雄横店影城-财富店 鹿城西路兆顺财富中心4楼

大理  大理市 大理巨幕影院 [大理市] 下关区幸福路11号

红河 弥勒市 横店电影城（弥勒店） [弥勒县] 冉翁路金辰时代广场1栋2楼

星美国际影城-昆明金鹰店 威远街168号金鹰购物广场B座7楼

环银国际电影城 [五华区] 人民中路17号新西南广场A区7楼

昆明圆通国际影城 圆西路85号

昆明翠园国际影城-中国巨幕 虹山东路9号（或建设路53-1号）

昆明百老汇影城 [五华区] 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2楼

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 北京路北辰财富中心E栋4楼

昆明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白塔路399号七彩ME TOWN购物中心5楼

昆明喜满客国际影城 北京路1079号VCPark4栋3楼

昆明万达影城-同德店 [盘龙区] 同德昆明广场购物中心6楼

西山区 昆明西山万达影城 [西山区] 前兴路（老海埂路）下穿隧道口

安宁市 安宁横店电影城 大屯新区金色时代广场4楼

普洱 思茅区 普洱横店电影城 林源路创基尚城B区三楼

西双版纳 景洪市 景洪横店电影城 勐海路2号西双十二城商业中心4楼

玉溪 红塔区 印象影城 [红塔区] 东风中路1号美佳华商业广场四楼（沃尔玛四楼）

西藏

拉萨 城关区 拉萨星美国际影城 朵森格路44号神力时代广场4楼

西峰区

云岩区

南明区

五华区

盘龙区

城关区
兰州

庆阳

贵阳

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