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FOSSIL 中国维修中心
上海（授权维修站）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 2 座 2504
客户热线：400-820-3126，传真：021-6448-2733
电邮：shanghaicustomerservicegroup2@fossil.com
投诉：Lucy 021-53895112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30， 13:3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宁波（特约维修中心 ）
宁波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42 号环球中心 B 座 602 室
电话：0574-87623015
传真：0574-87623017
负责人：黄靖 18697547078
接待：芦谢
投诉：梁馥堂 18606735339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19:00（法定假日除外)
杭州（特约维修中心）
杭州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118 号嘉德广场 20 层 2006 室
电话：0571-88803981
传真：0571-88803981
负责人： 曹金涛
接待：何旭超
投 诉：陈云飞 13968164366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法定假日除外）
合肥（特约维修中心）
合肥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98 号银泰中心 13 楼 1312 室
电话： 0551-6262-3788
传真： 0551-6262-3788
接待：袁珍珍
负责人： 罗文伟
维修人：梁邦成、胡海宝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9：00（春节除外）

常州（特约维修中心）
常州广诚表行有限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道北大街 2-8 号新世纪商城 B 座 1F 广诚名表维修中心
电话：17374731869
负责人：罗文伟
维修人：刘中
接待：刘中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20: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南京（特约维修中心）
南京市秦淮区东毅钟表维修中心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105 号-7
电话：025-82210335
负责人： 吴东平
接待：吴东平
投 诉：吴向东 13901599249
服务时间：周一 至周日 09 :00-19: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北京（特约维修中心 ）
北京亨达利表行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50 号
电话、传真：010-85116173/010-65270399
负责人：肖师傅 18515551381
接待： 宋佳莉 17319482127
投 诉：王妹妹 18500154266
Email：bjwfjhdlwx@163.com
总负责人：肖英聪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春节除外）
苏州（特约维修中心 ）
北京慎昌亨达利钟表有限公司
苏州市金阊区广济南路 258 号百脑汇写字楼 13 楼 1302（2 号地铁 10 出口）
电话 0512-68635636
负责人：蔡师傅
接待：小刘 13718754666
投诉：王妹妹 18500154266，李金艳 13311566725
Email：szhdlwx@163.com
总负责人：肖英聪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9:00（春节除外）
天津（特约维修中心 ）
天津中原百货名表维修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中原百货负一楼名表维修中心
电话：022-27219831
传真：022-27219831
维修：刘全德
接待：韩颖、蔡迎
投诉：王明军
维修服务：周一 至 周日 10:00-21:00(春节除外)
沈阳（特约维修中心 ）
沈阳星悦尚美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1704 房间）
维修负责人：李晓鹏
电话：024-31365647 18640066306
投诉：聂成 13889817771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周六至周日 10:0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邮箱：franknie521@163.com

长春（特约维修中心）
宽城区中韩大厦鸿润钟表行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辽宁路 5 号中韩大厦 1106 室
电话：0431-86112877
收件人：鸿润名表
负责人：张俊才
接待：马国菡

投诉电话：18802466655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18:00（春节除外）
hongrunzb@126.com (发汇款单要抄送这个邮箱)
吉林（特约维修中心）
吉林大有 钟表有限公司
地址: 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 6 号欧亚商都解放路店一层
电话： 0432-68119017
传真： 0432-62029399
维修负责人： 王广军 师傅
店内接待： 王亮
投 诉： 张永慧
电话： 0432-68013516
维修服务时间：周 一至 周日 9:00-19:00（春节除外）
青岛（特约维修中心）
名表维修中心
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28 号苏宁生活广场 A 座 1602 室
电话：0532-67705857
负责人：吕宗智师傅 、曲娜/13295328088
接待：詹玉春
投诉：詹国忠 13805321819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大连（特约维修中心）
大连和平广场店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 695 号一楼表区
电话： 15842488892
接待维修：范师傅
服务时间：周二至周日 11:00-20:00（周一休息，法定假日除外）
非大连本地客户可邮寄
邮寄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友好大厦 2010 室
收件人：王立
电话：15541176515
西安（特约维修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中贸广场 15 号楼二单元 608
电话：029-68215636/029-85232659
负责人： 詹建宁 师傅
接待：詹建宁
投 诉：王妹妹 18500154266，李金艳 13311566725
Email：hdl668@163.com
总负责人：肖英聪
服务时间：周 一 至周 六 09:00-18:30（法定假日除外）
广州(特约维修中心)
广州市广诚表行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25 号地铺广诚表行
电话：020-83352628
维修: 林杰庆
投 诉: 梁耀友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30-20:30（春节除外）
收件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340 号广诚表行二楼

收件人： 梁耀友
电话：020-83524730
珠海（特约维修中心 ）
珠海市广诚表行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沙东风里街 70 号广诚表行
电话、传真：0756-2118521
维修：梁家龙
接待：梁家龙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30-21:00（春节除外）
珠海（特约维修中心）2
珠海市广诚表行
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338 号太和商务中心 8/A
电话:0756-2283788
维修：陈志勇
负责人： 梁家康
接待：钟婷婷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9：00（春节除外）
总负责人：梁家怡：13640302708
佛山（特约维修中心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桂城街道
万达广场百货一楼钟表区
店内电话： 13697416673
维修负责人： 陈锐贤
店 内 接待： 陈锐贤
售后总投诉： 梁耀友
电话：
13128235172
Email： 2414296542@qq.com
维修站总负责人：梁耀友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20：00（国定假期和春节除外）
南宁（特约维修中心 ）
南宁市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63 号金源 CBD 现代城 D 座 22 层 2221-2227
电话： 0771-5595688
传真： 0771-5896099
负责人： 陈林
接待： 刘始明
投 诉： 陈良佳 18577198680
服务时间：周 一 至周 日 9 :00— 18 :00 （法定假日除外）
深圳（特约维修中心）
深圳市现代欧时韵钟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海雅缤纷城一楼欧时韵钟表
电话:0755-23352937
维修师 : 张光强
投诉人 : 詹庆香 13715363436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1：00—18：00（每周二休息，春节除外）
Email: 532484291@qq.com 抄送：szhuangwei@126.com
深圳（特约维修中心）
深圳市现代欧时韵钟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星河 coco park 一楼 097 号铺
电话: 0755-82854543
维修 : 吴师傅

服务时间：13:00-20:00(每周三休息，法定节日休息）
Email: wuqiang8203@163.com 抄送：szhuangwei@126.com
厦门（特约维修中心）
广州市广诚表行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 98 号凯宾斯基酒店二楼国际钟表城广誠名表维修中心
电话：15559189833
负责人：肖宗明
维修：曾金明
Email:1417015372@qq.com
投诉: 梁茂波 15875861077
服务时间：周一到周日 10:00-20：30 (法定假日除外）

泉州（特约维修中心）
福建四季天宝钟表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宝洲路万达广场室外步行街金街 S186 号
电话：13505071021 传真：22255897
负责人：黄双声
投诉: 林三妹
服务时间：周一到周六 10:00-22：00 (法定假日除外）
发票邮寄: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俊路 33.35.37 号
福州（特约维修中心 ）
福州市晋安区东二环泰禾广场 10 号楼 116 商铺 2 层
店内电话： 0591-83666102
维修负责人：肖瑞景师傅
店 内 接待：王林
投诉： 王妹妹
投诉电话: 18500154266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21:00（法定假日/春节除外）
Email:FZHDLWX@163.com
海口（特约维修中心 ）
海口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东路 8 号望海国际公寓 13 楼 1328 室
电话：0898-66758865
负责人：吴冠儒
接待：吴冠儒
投诉：张英柳 13828695055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30-20:00（法定假日除外）
成都（特约维修中心）
亨达利名表维修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99 号（春熙路地铁口）银石广场 31 楼 3110 室
电话：028-86657728
负责人：肖英明
接待：曾小姐
投 诉：028-86657728
Email：cdhdlwx@163.com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9：00（春节除外）

重庆（特约维修中心）
慎昌亨达利（北京）钟表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 2 号融恒时代广场写字楼 9 楼 2 室
电话：023 89119987
维修： 肖斌 吴金海
接待： 彭羞萍 俞林
投诉： 王妹妹 18500154266
服务时间：周一 至 周日 9:00- 19:00（ 春节除外）
长沙（特约维修中心）
湖南汉宇钟表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路 419 顺天国际金融中心北塔 10 楼 1028 室
电话：0731-85621198/0731-84441158
传真：0731-84441158
负责人：肖阳
接 待：张岸
投 诉：曾红波 13548621694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8:00（春节除外）

南昌（特约维修中心 ）
南昌广诚钟表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南段 0109（天梭二楼）
电话：0791-86775298
维修： 姚斌
接待： 谌夏
投诉：梁茂波 15875861077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30-18:30（法定假日除外）
九江（特约维修中心
九江市濂溪区德化路与会馆路交汇处
万达广场一楼亨达利钟表广诚名表维修中心
店内电话： 15180609767
维修负责人：李上吉
店 内 接待：李上吉
售后总投诉：梁茂波
电话：
15797741850
Email：
2447064497@qq.com
维修站总负责人：梁茂波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 到 20：00 （国定假期和春节除外）
贵阳（特约维修中心）
贵阳云岩瑞时手表维修服务部
贵州省贵阳市河西路 1 号国贸大厦 20 层 1 号錶修堂 (大十字广场旁)
电话：0851-85211020
维修： 赵贵强
接待：栗刚
投诉：王屏屏
投诉电话：13312217117
Email: biaoxiutang@126.com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10 :00- 18:00（ 春节除外）
无锡（特约维修中心 ）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中路 109 号
苏宁广场北塔 2109 室
店内电话： 0510--82709911
维修负责人：徐迪师傅

店 内 接待：胡金梅
投诉： 姚全国
投诉电话: 13605596093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19:00（法定假日/春节除外）
昆明（特约维修中心 ）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正义路 146 号亨达利名表维修中心
店内电话、传真： 0871-63622600
维修负责人：蔡国聪，郑弈超
店 内 接待：洪兰英，段晓霞
投诉： 王妹妹
投诉电话: 18500154266
维修站总负责人：肖英明
Email：3032665606@qq.com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21:00 (节假日不休息,春节除外)
香港维修站
Tel：852-24378566
Add：香港新界荃湾青山公路 388 号中国染厂大厦 17 楼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3:00/14:00-18:00
Email: fossilasia-aftersales@foss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