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无雷司令不夏天 Summer of Riesling 餐厅列表

序号 城市 餐厅/葡萄酒吧名字 餐厅/酒吧地址

上海市
1 上海 葡道 徐汇区武康路376号武康庭102室
2 上海 The Showroom Shanghai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556号2楼
3 上海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日月光店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区路618号日月光中心广场1F-CG11室
4 上海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静安店 上海市静安区茂名北路197号
5 上海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长泰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891号长泰广场10座113室
6 上海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陆家嘴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168号1幢1层GF30号
7 上海 OTTiMO 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0号1号楼 四楼
8 上海 丁香花小酒馆Les Lilas Bistro 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246号
9 上海 酒云研酒所 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248号
10 上海 OMBRA 上海市徐汇区陕西南路550弄37号嘉善老市A栋
11 上海 HERITAGE BY MADISON 上海市中山东二路600号BFC外滩金融中心北区一层N1栋107
12 上海 富隆酒窖·葡萄酒&清吧 上海市遵义路107号安泰大楼107-108
13 上海 wineapp葡萄酒餐吧 上海BFC店 上海中山东二路600号BFC外滩金融中心南区一层
14 上海 wineapp葡萄酒餐吧 上海嘉里城店 上海市花木路1378号嘉里城1层L133（一楼户外中庭）
15 上海 wineapp葡萄酒餐吧 上海尚嘉店 上海市仙霞路99号尚嘉中心一层L117
16 上海 wineapp葡萄酒餐吧 上海七宝店 上海号文路161号七宝万金中心 
17 上海 壹笼 徐汇区东湖路20号5楼
18 上海 Hakkasan 哈克桑 中山东一路18号5楼
19 上海 Another Place 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58号北区N104a
20 上海 L'ATELIER CHIC CHOC·ACC（静安店） 静安区华山路328号151-152
21 上海 十里湘荟 上海市南京西路恒隆广场5楼511店铺
22 上海 meatopia 上海富城路16-01号
23 上海 Gentle by the Artist 马当路458弄恒基旭辉天地G-0809
24 上海 大公鸡小酒馆 Le Coq Wine&Bistro（马当店） 东育路500弄L1-06前滩太古里
25 上海 大公鸡小酒馆 Le Coq Wine&Bistro （花园店） 上海市胶州路183号
26 上海 大公鸡小酒馆 Le Coq Wine&Bistro （古北路店）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黄金城道570号
27 上海 大公鸡小酒馆 Le Coq Wine&Bistro （前滩太古里店） 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96号荣公馆
28 上海 大公鸡小酒馆 Le Coq Wine&Bistro （荣公馆店） 上海市黄陂南路838弄L122
29 上海 Mustache 上海市巨鹿路768号1楼
30 上海 Miss Mustache 上海市浦东南路899号上海陆家嘴中心L+Mall609
31 上海 OLLA 上海市茂名北路223号
32 上海 叁年间 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692号2幢1楼103室
33 上海 Osteria 生蚝海鲜餐厅 上海市黄浦区进贤路226号Osteria 生蚝海鲜餐厅
34 上海 Bisou法餐厅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169号 Bisou法餐厅
35 上海 普朗姆生蚝牛排馆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500号
36 上海 普朗姆生蚝吧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169号3楼
37 上海 Wine universe 宇宙酒馆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769号1邻宇宙酒馆
38 上海 SHAN山 上海市东育路500弄前滩太古里木区2楼W-L2-10

39 上海
Oxidization & Oxygen By Little Somms 

时光酒馆
上海市长宁区番禺路483号一楼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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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40 北京 ZONE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西沿甲12号
41 北京 Terroir 风土酒馆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万科时代中心下沉广场 Terroir 风土酒馆
42 北京 斯普汇生蚝牛排馆 朝阳区望京街9号万科时代中心C座斯普汇
43 北京 Trio Wine Bar•三重奏 朝阳区东大桥路八号院三号楼尚都SOHO北塔一层2139
44 北京 直人烈酒（新城国际店） 金桐东路新城国际9号楼底商107
45 北京 直人烈酒（阳光上东店） 东四环北路6号二区1号楼1层2-32
46 北京 Enchanthing spell 东城区东四六条石桥胡同甲42号

47 北京 T11生鲜餐吧(朝阳公园店）
北京省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2座

B2
48 北京 T11生鲜餐吧(广华新城店） 北京省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广泰东路1号院16号楼

49 北京 T11生鲜餐吧(当代商城店） 北京省北京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0号当代商城B1层

50 北京 Tavola Italian Dining 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官舍北区2层
51 北京 y•not 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北区N8-30
52 北京 Restaurant y 太古里北区N8-20

53 北京 博璨餐厅 BROTZEIT German Beer Restaurant & Bar 北京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官舍南区一层F109

54 北京 十九BISTRO 朝阳区西大望路27号文创园南门6幢底商121室
55 北京 Arch阿驰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
56 北京 Park Side 园景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6号
57 北京 LouTingtai 楼亭泰（丽都店）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3号（园庭西侧10米）））

58 北京 湖畔拾久（蓝色港湾店）
朝阳朝阳公园路6号院21号楼01层L-LW-36、L-LW-38号 拾久 新

京菜（湖畔店）
59 北京 光华拾久(双井店) 广渠门外大街31号6幢01号 北京拾久餐厅
60 北京 亿多瑞站 北京朝阳区芳园西路6号丽都广场对面
61 北京 chic空间 崇文门西大街9号比利时使馆旧址南门
62 北京 鲁采海鲜（琨御府店） 玲珑路9号院东区9号楼2层205-208、211-213号
63 北京 鲁采海鲜（国贸店） 建国门外大街光华东里8号院中海广场北座五层
64 北京 鲁采三元桥店 曙光西里甲5号院9号楼地上部分1至2层—鲁采
65 北京 荣季95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17号楼1楼 荣季95

广东省
66 广州 斯蒂勒 Stiller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

67 广州 赤潮 REDs · Fusion Kitchen BAR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磨碟沙大街118号之 八十二601铺，琶醍创业

园 B 区精选楼6楼
68 广州 独占园Monopole2008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横街72号102房
69 广州 Stem 東山 Eatery & Wine Bar 越秀区庙前西街48号一方东山创意园3楼301-303
70 广州 Wilber’s 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二马路62号
71 广州 Vini Bistro 广州市海珠区红梅路方圆滨江大厦101铺

72 广州 Star In Glass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东路382号国创商贸大厦13号铺

73 广州 Happy Monk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11号大院（7天酒店旁边）
74 广州 Park Hyatt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
75 广州 瑰Whisky 广州市临江大道391号天德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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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广州 Jojo's 广州市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118号
77 广州 Oggi 广州市清风街广粤天地106铺

78 深圳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三路268号星河COCOPARK

购物广场LIS001 -LIS142

79 深圳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海上世界船尾广场4栋101

80 深圳 Mõ Wine•墨廷酒铺 南山区沙河街道开平街华侨城loft公馆110号商铺

81 深圳 wine universe by little somms 南山区沙河街道香山街社区天鹅湖三期商场LG011宇宙酒馆

82 深圳 Soi 22 Bistro 国际商会大厦A座120
83 深圳 BAIA餐吧 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A区3楼
84 汕头 美悦酒庄 龙湖区金砂东路金泰楼一楼美悦酒庄
85 汕头 大美私享荟 金平区海滨路金晟大厦5楼501
86 佛山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天地协天里9号铺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87 佛山 山园皕馥餐厅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平西路26号依云天汇北区84号铺

四川省
88 成都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504号海森堡餐厅
89 成都 lalaland自然酒餐厅Wine &Bistro 成都市成华区东风路4号附15号
90 成都 CRU(桐梓林店)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南路9号附19号
91 成都 宇宙酒馆 成都市锦江区均隆街19号宇宙酒馆
92 成都 成都华尔道夫麒麟扒房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1199号
93 成都 wineapp葡萄酒餐吧 成都TKL店 成都中纱帽成都远洋太古里西里一层1116 wineapp
94 成都 The Bridge廊桥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66号
95 成都 偲厨 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悠方二楼201号
96 成都 哈露Haru 成都市高新区紫竹北街85号大世界商业广场1层
97 成都 SAUCERFUL赤野餐酒吧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二街777号1层08号
98 成都 四川岷山饭店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55号

浙江省
99 杭州 Untamed Coffee & Wine 杭州市拱墅区塘萍路171号
100 杭州 Winederful Bottle 杭州市教工路欧美中心2号F101（西湖壹号旁）
101 杭州 OF wine bar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465号感知公园
102 杭州 Why Wine为何小酒馆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295号
103 杭州 flamingoes 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49号
104 杭州 LOULOU  杭州市上城区西湖时代广场庆春路227号 
105 杭州 青蜂西餐厅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2778号滨江一号体育健身中心
106 温州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333号温印商业中心D31-L1-03号

江苏省

107 苏州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御窑路1999号大悦春风里购物中心

SL1-32号商铺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108 苏州 The Circle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观枫街1号苏州文化中心小珍珠104

109 苏州 Niccolo Suzhou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409号苏州国际金融中心1号楼苏

州尼依格罗酒店
110 苏州 OMBRA 苏州市工业园区李公堤路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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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无锡 Solo（阳春巷店） 无锡市梁溪区阳春巷12号
112 江阴 撒哈拉西餐 江阴市嘉年华广场5号楼1层
113 南京 瓦克咖啡 秦淮区建邺路100号鸿信大厦
114 南京 南京卓美亚酒店 南京市邺城区建邺路2号
115 南京 花·fleur古董西餐厅 南京市秦淮区中营36号

福建省
116 厦门 宴遇福建菜万象城店 华润万象城L327商铺
117 厦门 意香意料La Spezie(湾悦城店) 禾山街道五缘湾道建发湾悦城1号门L1-009A
118 厦门 意欢多LA PIZZA意大利餐厅(JFC店)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JFC品尚中心
119 厦门 Casamia卡萨米亚意大利餐厅 厦门思明区筼筜路1-114号
120 厦门 那私厨|红砖老别墅餐厅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安海路59号
121 厦门 黑明餐厅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金源大厦一层A单元
122 厦门 莲花水产 厦门市思明区建业路14号莲花水产
123 石狮 freshtime 辉濠路127号

陕西省
124 西安 Ginkgo 银杏餐吧(钟楼店) 北柳巷新西北酒店向东20米
125 西安 Lac 西安市莲湖区甜水井31号
126 西安 西安月桂叶（南门店）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C座201

127 西安 西安酒师扒房（西影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安电影厂园区内胶片电影工业馆南

侧1--1室
128 西安 HLLLK浩李客（南门店）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B座202
129 西安 HLLLK浩李客（曲江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唐城墙遗址公园西站一楼
130 西安 西安君悦酒店吃喝玩乐餐吧 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丈八二路西安君悦酒店意大利餐厅
131 西安 CUB GROCERY 幼兽商店(未央国际店) 未央区凤城七路未央168商业街区五楼 5003
132 西安 CUB GROCERY幼兽商店(量子晨店) 雁塔区西影路466号量子晨
133 西安 CUB GROCERY幼兽商店(冰窖巷店) 莲湖区冰窖巷44号（冰窖巷与甜水井街交叉口向东10米）
134 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品鉴中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

湖南省
135 长沙 一葡Cellar Door 长沙市天心区天心路136号
136 长沙 Bistro Wang 无国界料理 芙蓉区世茂52+商场五楼501

137 长沙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东牌楼路长沙国金中心第七层

L711号
138 长沙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北辰大悦城L3-12
139 长沙 BarPlays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天心路136号负一楼
140 长沙 Chez GlouGlou 长沙市解放西路38号咕噜咕噜共酣国
141 长沙 徐记海鲜·蓝麒麟 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汇4F

武汉市
142 武汉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武汉市江岸区卢沟桥路武汉天地L4-3
143 武汉 武汉富力威斯汀酒店 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
144 武汉 派吹克小酒馆 武汉市植物园路东湖风景区大李文创村235号
145 武汉 Savor Casaul French 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168号东方里商业街

内蒙古
146 呼和浩

特
AsgardLounge阿斯加德空中酒吧 新华大街财富大厦c座21层

147 呼和浩
特

西贝爱丽格斯火锅 赛罕区东岸国际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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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呼和浩
特

Enjoy隐吧 赛罕区桥华世纪村幸福巷中段
149 鄂尔多

斯
Enjoy隐（东胜店） 东胜区沙日乌素路鑫威广场b座负一层enjoy隐吧

重庆市
150 重庆 Wine Ahead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二路6号附12号
151 重庆 Jing菁 重庆市渝中区来福士洲际酒店42楼
152 重庆 To The Moon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金鼎时代1楼新月亮造
153 重庆 Flavor tiki 重庆市北城天街鲤鱼池42号LG-03
154 重庆 重庆丽晶酒店 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66号

其他省份
155 合肥 合肥君悦酒店君悦阁中餐厅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111号合肥君悦酒店
156 郑州 PENGKO朋阁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里商业体验中心三楼
157 郑州 慢饮酒馆Wine Adagio 郑州市二七区瑞光路瑞光创意工厂壹号院E座
158 青岛 锦绣河豚料理 青岛市南区澄海三路6号
159 大庆 一哥海川小馆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远望沅江街38号一哥海川小馆
160 海口 宏丰泰 葡萄酒餐厅 海南海口美兰区白龙南路琼苑广场p栋3楼
161 昆明 云南喜舍酒店 昆明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环城南路龙湖天琅中心2栋2502

162 贵阳 海森堡现代德国餐厅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151号Ccpark A馆019A商铺

163 天津 Nice to meet you 生蚝吧 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278号
164 天津 泷杉日本料理·Japanese Restaurant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河北路287号首层 泷杉日本料理
165 沈阳 Sideways 杯酒人生·葡萄酒吧 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北路4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