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12月 15日 

各位记者： 

永旺梦乐城（中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与武汉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的第一家店 

永旺梦乐城首次进驻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12／19（星期五）“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盛大开幕 

 

   永旺梦乐城株式会社和永旺梦乐城（湖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12月 19日（星期五）

举行“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店（以下简称“本购物中心”）的盛大开业仪式。本购物中心

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属于永旺在湖北省的第一家店。 

 

   本购物中心系按照 2011年永旺梦乐城与武汉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关于在 5年内开设 5所

以上大型购物中心的合作协议”进驻，成为永旺梦乐城在武汉市的第一家店。 

在武汉市，除了本购物中心之外，永旺还已确定进驻另外 2家店铺，分别为“（暂称）永

旺梦乐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暂称）永旺梦乐城武汉石桥”，目前已经开工建设。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的地理位置 

   本购物中心位于武汉市中心西北部的“东西湖区”，东侧毗邻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

区、人口增长迅速的“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有众多外资企业进驻，除了与地铁 2

号线始发站“金银潭站”相邻之外，与市内主要环线（三环路）的接驳也很便利，可以预见，

将会有大范围区域的顾客前来。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的特点 

 

◆ 理念：“Life Partner Mall” （生活拍档式购物中心） 

～笑容满溢的竭诚待客之道，倘佯商场，快乐相随，引领生活新方式～ 

□在中国永旺梦乐城中，以 15,000㎡的最大规模，展开一个“舌尖”上的世界 

   在每一层，都按照不同的主题设置了精致考究的美食世界。一层餐饮区是汇聚世界风

味的“全球美食”；二层是特色的中国菜“中华美食”，三层设置了大型美食广场，提

供当地精美饮食。 

  □用日式服务迎宾，秉承“笑容满溢的竭诚待客之道”  

   除了对员工进行待客培训之外，还引进了优秀员工表彰制度，努力做到无微不至的“待

客之道”。 

□人气日系品牌进驻 

除了首次进驻武汉市的“FLAXUS TOKYO”、“E-hyohen world gallery”之外，还有    

“晴姿”“earth  music & ecology”“NITORI”“优衣库”等发源于日本的人气专卖店

进驻。 

 

主力店铺“永旺武汉金银潭店”的特点 

◆ 为了向武汉的顾客提供“惊喜、感动、欢悦”，永旺武汉金银潭店将通过全新的生活方式

提案，为顾客的衣食住提供综合性的服务。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概况】 

 

・购物中心名称： （日语）イオンモール武漢金銀潭（ぶかんきんぎんたん） 

   （汉语）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wuhan jinyintan） 

・所 在 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金银潭大道 1号 

・电   话 ：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国家代码 86）027－5960－8288 

         永旺武汉金银潭店  （国家代码 86）027－5937－8008 

・主 页 ： http://jinyintan.aeonmall-china.com 

・负  责  人 ：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  总经理 佐佐木清博 

         永旺武汉金银潭店   店长  汪丛峰 

・进驻店铺数量： （主力店铺） 永旺武汉金银潭店  

         （主要商户）        1层 优衣库        ／  MJ-style  

2层 NITORI      ／ 热风 

3层 CGV综合性影院  ／ 孩子王  

         专卖店数量 约 200家 

・运 营 管 理 ： 永旺梦乐城株式会社 

・占 地 面 积 ： 约 88,000㎡ 

・总建筑面积 ： 约 182,000㎡ 

・总租赁面积 ： 约 74,000㎡ 

・建筑物结构 ： 地上 4层，地下 1层 

・停车位数量 ： 约 2,900个 

・开 业 日 ： 2014年 12月 19日（星期五）  9：30开业 

・营 业 时 间 ： 专卖店            9：30～21：30 

         餐饮店              11：00～21：30 

         综合性影院               9：30～24：00 

         永旺       1层       8：30～21：30 

               2、3层       9：30～21：30 

         （部分店铺可能有所区别） 

・休 息 日 ： 年中无休 

・员 工 人 数 ： 约 2,300名（永旺武汉金银潭店 约 300名） 

・基 本 商 圏 ： 汽车 20分钟车程范围 约 110 万人 

 

 

 

 

 

 

【本项目咨询窗口】 

永旺梦乐城株式会 宣传部 宫入、山谷  电话：+81-(0)43－212－6733 

永旺株式会社 企业传媒部 吉川 电话：+81-(0)43－212－6061 

 



 
 

参考【永旺在华事业开展】 

在 10家集团公司辖下，已经开设了 14家大型购物中心、44家综合百货超市、19家食品超市。 

法人名称 合计 综合百货超市 食品超市  大型购物中心 

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 13 8 5  － 

广东永旺 17 12 5  － 

青岛永旺东泰 9 8 1  6 

永旺华南 10 9 1  2 

永旺华东 1 1 －  － 

北京永旺 5 5 －  － 

永旺湖北 1 1 －  － 

美思佰乐广州 3 － 3  － 

美思佰乐青岛 2 － 2  － 

美思佰乐江苏 2 － 2  － 

永旺梦乐城（中国） － － －  6 

中国事业合计 63 44 19  14 

〔截至 2014 年 12月 19日〕 

【永旺梦乐城在中国开设的大型购物中心】 

・永旺梦乐城北京国际商城（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 1号） 

开店日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租赁面积 停车位数量 

2008 年 11 月 约 89,000 ㎡ 约 147,000 ㎡ 约 53,000 ㎡ 约 3,000 个 

・永旺梦乐城天津泰达（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尚东路 29号） 

开店日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租赁面积 停车位数量 

2010 年 10 月 约 98,000 ㎡ 约 110,000 ㎡ 约 55,000 ㎡ 约 2,500 个 

・永旺梦乐城天津中北（天津市西青区阜盛道 1号） 

开店日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租赁面积 停车位数量 

2012 年 4 月 约 89,000 ㎡ 约 125,000 ㎡ 约 62,000 ㎡ 约 3,700 个 

・永旺梦乐城天津梅江（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友谊南路 111号） 

开店日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租赁面积 停车位数量 

2014 年 1 月 约 75,300 ㎡ 约 159,000 ㎡ 约 63,400 ㎡ 约 2,400 个 

・永旺梦乐城苏州吴中（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苏震桃路 188号） 

开店日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租赁面积 停车位数量 

2014 年 4 月 约 114,000 ㎡ 约 154,600 ㎡ 约 75,000 ㎡ 约 3,100 个 

 

【拟在中国开业的梦乐城】（已公开项目） 

开业 购物中心名称 所在地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2015 

年度 

永旺梦乐城苏州园区湖东 江苏省苏州市 约 99,300 ㎡ 约 219,000 ㎡ 

永旺梦乐城北京丰台 北京市丰台区 约 63,800 ㎡ 约 147,300 ㎡ 

永旺梦乐城广州香禺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 约 51,400 ㎡ 约 172,900 ㎡ 

永旺梦乐城苏州新区 江苏省苏州市 约 153,000 ㎡ 约 162,000 ㎡ 

永旺梦乐城杭州良渚新城 浙江省杭州市 约 94,800 ㎡ 约 176,000 ㎡ 

（暂称）永旺梦乐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北省武汉市 约 129,900 ㎡ 约 274,600 ㎡ 

2016 

年度 

（暂称）永旺梦乐城河北燕郊 河北省三河市 约 84,000 ㎡ 约 175,000 ㎡ 

（暂称）永旺梦乐城武汉石桥 湖北省武汉市 约 46,200 ㎡ 约 120,900 ㎡ 

（暂称）永旺梦乐城广州金沙洲  广东省广州市 约 84,500 ㎡ 约 187,700 ㎡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的特点】 

 

“Life Partner Mall”―Ｆｅｅｌ ｒｉｃｈ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Ｌｉｆｅ Ｆｅｅｌ “Ｏｍｏｔｅｎａｓｈｉ”― 

～笑容满溢的竭诚待客之道，倘佯商场，快乐相随，引领生活新方式～ 

 

  永旺武汉金银潭的理念是“Life Partner mall（生活拍档式购物中心）”。将以热情洋

溢的笑容，迎接八方宾朋。在这座武汉的新地标中，永旺将会向您展示新的潮流生活方式，让

您在快乐中获得耳目一新的体验。 

 

在中国，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80 后”的一代拥有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

一新家庭阶层引导着消费的潮流，除了扩大消费之外，对符合新型市场特点的购物中心的需

求也越来越高。 

 

本购物中心将会以富有日本特色的笑容满溢的“待客之道”，通过主力店铺综合超市“永

旺”以及包括首次进驻武汉市的 27家店铺在内的大约 200个专卖店，为您的日常生活增添色

彩和乐趣。 

   

 

 

 

 

 

 

 

 

 

 

 

                                                     

              

 

自然光加入 

解放感溢出的店内 

从雄伟的长江江流和高

耸的黄鹤楼中汲取设计

灵感的纪念碑式建筑 



 
 

＜各楼层的特点＞ 

 

1 层 “国际时尚”与“全球美食” 

以综合超市“永旺”为主力店，网罗世界各国花样繁多的特色美食，提供区域最大的餐饮集

合地，引领城市新生活 

＜国际时尚区＞ 

 株式会社 WORLD 以综合型购物模式营造女性时

尚专享生活方式的店铺“FLAXUS TOKYO”、时尚

潮牌“E-hyphen world gallery”、钟表店铺“THE 

CLOCK HOUSE”等日系品牌首次进入武汉市。 

 在休闲时尚品牌方面，超人气国际品牌“优衣

库”、源于中国的时尚品牌“MJ style”、广受

欢迎的“拉夏贝尔”将会进驻。 

 日系女装时尚品牌“earth music & ecology”、眼镜店铺“晴姿”以及中国的人气时装品牌“哥

弟”、“LILY”、“卡宾”、鞋类靴品牌“百丽”、国际人气品牌“ONLY”、“VEROMODA”、“ESPRIT”、

“李维斯”将会亮相。  

 

＜全球休闲饮食区＞ 

除了日本料理和意大利式餐馆之外，还会推出亚洲菜品和全球连锁快餐厅 

 首次进入武汉的“吉野家”、“花丸乌冬”、“味之藏”、“浪花屋”、意大利式餐馆“麦永利”、

泰国料理“海乐汇”将会亮相。 

 日系的“味千拉面”、韩国烤肉“汉拿山”、牛排餐厅“豪客来”、铁板烧店“大菊铁板烧”，

饕餮美食，邀您尽享。 

 属于全球连锁的“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以及位于食品区的“樱花

糕坊”蛋糕、“仟吉”面包店、武汉名吃鸭脖“周黑鸭”、休闲食品“良品铺子”等当地

的 16家人气商铺将会进驻。 

 

＜服务区＞ 

 在服务区，设有营业网点的“招商银行”、“人福大药房”药店、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将会进驻。 

 

 

 

 

1階フロア図を挿入 

 

 

 

 
全球休闲饮食区 

国际时尚区 

服务区 



 
 

2 层 生活方式提案与中华美食楼层 

＜家居时尚&多样杂货区＞ 

以次主力店规模提出全新生活提案——武汉规模最大的家居时尚杂货店 NITORI  

 “NITORI”的在华第 2家店铺将以 4,500m
2
的武

汉最大规模进驻。此外，人气综合多样杂货店

“大创”、“热风”也将以最大级别规模进驻，

向顾客提供全新的生活风尚。 

 家电店铺“工贸家电”、化妆品和杂货店铺

“KAWAII”、服饰杂货店铺“The Green Party”也将进驻。 

 

＜青春时尚区＞ 

 休闲潮牌“labo by viffile”与“WK HAWAII CAFÉ”咖啡馆二合一的新型经营模式、饰

品店“muk”、美睫美甲店“Blanc”等日系品牌将会首次进驻武汉。人气品牌“Honeys”

也会入驻，成为青春的时尚代言。 

 

＜中华美食区＞ 

19 家美食店铺，汇聚中国各地风味 

 首次进入武汉市的人气餐馆将会陆续入场。火

锅店“小鸳鸯”、粤菜“文记班魚”、湘菜“爬

山虎”、猪排料理“六悦小撰”将会亮相。 

 面向大众的家常菜馆“秀玉”、川菜“川霸”、

山西菜“九毛九”、云南菜“云间云贵”、湖北

菜“我家小馆”等来自中国各地的中餐馆各具

特色，演绎出风味不同的中华美食。 

 

＜诊所&美容会所＞ 

 牙科诊所“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美容沙龙“克丽缇娜”、“蓝丝带产后恢复中心”、武汉

人气美容院“椰岛造型”将会进驻。 

 

 

 

 

2階フロア図を挿入 

 

 

 

 

 

 

 

 
中华美食区 

家居＆多样杂货区 

诊所＆美容会所 

青春时尚区 



 
 

 

3 层 娱乐休闲与儿童区楼层 

设有大型儿童专卖店、综合性影院以及武汉市最大的美食广场“亚惠美食”。全家共享，其乐

无穷 

 

 武汉首家儿童娱乐设施“MollyFantasy”与中国人气最旺的儿童服装“巴拉巴拉 Town”

以综合型商铺的形式进驻。 

 武汉市内最大的美食广场“AKASHIA”设有 17家店铺、700个席位，从东南亚美食到西餐，

饕餮美食各具各色，可让您在舒适的环境下大快朵颐。 

 武汉人气最旺的大型餐馆“永兴铁锅鲶鱼”进驻。设有包间，可与家人共度愉快的用餐

时光。 

 

 

 

 

 

 

 

 

 

 

 

 

 以儿童大型专卖店“孩子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约 8,000m
2
儿童区。面向儿童的杂货

店铺“KIDS LAND&乐高”、“好孩子”以及日系儿童时装品牌“HAO”将以最大级别规模进

场，形形色色的店铺各具特色，令人目不暇接。 

 韩国综合性影院“CGV”设有 8 块荧幕，提供最新的娱乐信息。 

 

 

3階フロア図を挿入 

 

 

 

 

 

 

 

 

 

 

 

 

 

 

 

 

 
亚惠美食广场 

影院 

儿童梦乐园 

运动区 

儿童专卖店 



 
 

 

【在安全安心、防灾防盗工作上的努力】 

 

■ 具体实例 

1．在安全安心工作上的努力 

 为了防止儿童等探出身体跌落或坠落，将楼梯井各级扶手的高度比平常加高，做成了

1.4m。 

 

 为避免被动吸烟，在购物中心内设置了 9个吸烟室。通过隔开烟区的方法，体现了对不

吸烟顾客的体贴。 

 

2．在防灾防盗工作上的努力 

 为了让顾客放心购物，在停车场（地下、平面、室内、屋顶）以及购物中心内各处安设

了摄像头，加强了发生盗窃和灾害时的应对措施。 

 

【在环境保护、社会贡献活动上的努力】 

 

   本购物中心致力于实现“人和环境友好型购物中心”。在保护环境方面，通过在招牌和照

明上采用 LED灯，削减 CO2排放量，并对空调热源实施弹性运行的方式，以达到提高热源负荷

效率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通过由永旺集团各个公司加盟运营的一般财团法人 “永旺 1%俱乐部”，围

绕“保护环境”、“国际性文化、人才交流、人才培养”、“振兴地区文化和社会”等主题，开

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具体实例 

1．环保及节能相关努力 

 采用 LED灯具 

在购物中心内公共区的照明及户外招牌上，采用 LED灯代替以往的荧光灯泡和灯管，削

减电力消耗，控制 CO2排放。此外，在专卖店中也积极推行使用 LED灯，以降低购物中心

的整体温度，实现节能的目的。 

 

 绿化停车场 

在平面停车场的驻车区域，在环保混凝土砖内栽种草坪，做成绿化停车场。 

 

 引进降低空调负荷设施 

通过从屋顶高侧窗（设于顶棚附近高处的窗户）间接引进自然光的方式，减少照明消耗，

以达到削减电力消耗的目的。此外，在所用玻璃上，还采用了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节能

玻璃；在购物中心部位，还采用了覆膜材料，在降低购物中心内的空调负荷的同时，还

遮蔽了直射的阳光。 

 

 环保宣传活动 

为了介绍本购物中心的环境保护工作，我们设置了“环保信息”区，面向顾客开展环境

保护宣传活动。 

 

 

 



 
 

 

 

 “永旺故乡林”植树节 

作为与地区顾客共同开展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贡献活动的一环，永旺一直在举办“永

旺故乡林”植树节活动，在设施所在地区栽种本地树种——故乡的树木，并细心呵护其

成长。 

   本购物中心于 2014年 11月 8日（星期六）举办了植树节，与地区居民一起栽种了

大约 3,000株以“黄杨”、“樟树”等以武汉本地树种为主的树木。 

 

 

 

 

 

 

 

 

 

 

 

 

 

 “中日小大使”（中日高中生交流） 

一般财团法人永旺 1%俱乐部于 1990年启动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与日本高中生进行交流

的“小大使项目”。今年 7月和 10月，中日两国的高中生对彼此的国家进行了互访。中

国有来自武汉、北京、苏州的 60名高中生参加，他们与日本的高中生共同开展了各种各

样的活动，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 

 



 
 

【普遍适用性设计】 

 

   永旺购物中心的原则是，不分年龄和性别，让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便利。让每一个顾客

都能获得满意，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是永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永旺的观念当中，购物中

心不仅仅是提供物品与服务的场所。作为一个交流基地，非常重要的是符合地区需求，丰富

当地居民的生活，不管是老年人、残疾人还是带小孩的顾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愉快的

购物过程，做到一个“对人与环境体贴入微的购物中心”。 

 

 

■具体实例 

1．将顾客顺利引导至目的地。 

 引导标识、空间演绎 

 ・在空间宽阔的购物中心内，空间的形状、颜色、标识方向和颜色配置简洁易懂，便于顾

客了解所处方位和行进方向。 

 ・为了便于识别进入购物中心的入口，各个入口使用了不同的颜色，并且，不同区域的颜

色变化也体现了我们的匠心之处。 

 ・为了便于识别停车场的空位，永旺引进了 LED停车场管理系统，努力进行流畅的停车场

运营管理，以提高面向顾客发送的信息质量。此外，为了便于顾客识别停车位置，对停

车场按区域进行了颜色划分，并设置了区域标识牌。 

 

2．永旺为您提供一个舒适宜人的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利用 

 大家的卫生间、儿童卫生间 

在购物中心中设置了 3处公用“大家的卫生间”。此外，在各层中间部位还设置了专供儿

童使用的“儿童卫生间”，便器和洗手池完全配合儿童的尺寸。 

 母婴室 

设置哺乳室，在各层中间部位设置了母婴室（婴儿休息室），里面还准备了用于冲泡奶粉

的开水等物品。 

 排椅 

购物中心内各处设置了大约 50列可以让顾客轻松享受小憩时光的休息区（带软垫的排椅

等）。 

 无障碍 

为便于老年人和残疾人通行，设施内取消了所有台阶，属于无障碍式购物中心。 

 停车场 

位于地下 1层和 4 层的室内停车场设置了大约 1,200个停车位，雨天停车也很方便。 

 

 

 

 

 

 

 

 

 

 

 

 

※效果图 



 
 

“交通指南” 

【广域图】             【周边地图】 

 

 

 

 

 

 

 

 

 

 

 

 

＜效果图＞ 

 

 

 

 

 

 

 

 

 

 

 

 

 

 

 

 

 

 

 



 
 

【主力店铺“永旺武汉金银潭店”的特点】 

 

“一切为了顾客” 

～综合超市“永旺”湖北首家店，在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店开业～ 

 

为了向武汉的顾客提供“惊喜、感动、欢悦”，永旺武汉金银潭店将通过全新的生活方式

提案，为顾客的衣食住提供综合性的服务。 

永旺武汉金银潭店将秉承“一切为了顾客”的理念，贴近地区需求，通过品质优良的商

品和服务，为顾客打造精彩纷呈的生活。 

 

■“永旺武汉金银潭店”的宗旨 

① 用实惠的价格，提供安全、放心，值得信赖的商品； 

② 通过符合生活方式的商品摆放与潮流提案型卖场设置，传达信息； 

③ 持续提供旨在提高顾客购物便利的服务。 

 
■本店的特点 

作为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的主力店铺，从 1 层到三层，本店打造了 14,300m
2
的卖场面积。

提供的商品品类繁多，除了永旺的自有品牌“特慧优”商品之外，还有食品、化妆品、时装、

家居杂货等安全、安心且值得信赖的多种多样的商品。 

 

【1层】 

 

以“安全、放心”“美味”、“简单便利”作为理念，追求在商品摆放和卖场设置上给地区顾客

的日常生活增添色彩。 

 

 “安全、放心的购物” 

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下，提供花样繁多的永旺开发“特慧优”商品。在生鲜品方面，在供

应商的协助下，同样贯彻质量管理，向顾客提供“安全、放心”的新鲜商品。 

 “美味”随手可购 

最大限度地运用集团的独有网络，向顾客提供以往在武汉地区无法买到的中国人气品牌

商品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国的美味食品。 

 在熟食区，本地的人气菜单当然不会落下，寿司、咖喱饭、大阪烧等中国沿海地区的人

气美食也是现制现售。 

 在面包房，从日本风味的豆馅面包、菠萝包到欧式的羊角面包、丹麦面包等等，种类繁

多，一应俱全。 

 “简单便利”的帮手 

通过有助于快速购物、协助快速烹饪的商品陈列，提供“简单便利”的需求服务。 

 在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上面，准备好充足的预包装、预标价商品，减少计量时间。 

 在水产品方面，为了便于顾客买回家即可烹饪，增加预加工商品的数量；同时，在冷藏、

冷冻食品方面，还提供多种使用微波炉即可快速进行烹饪的商品。 

 

 

 

 

 

 



 
 

＜健康&美容护理＞ 

   为了应对顾客对美容和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这一需求，本店加强了美容与健康商品的

提供。其中包括在当地顾客中人气也非常高的多种日系化妆品，采用咨询顾问销售方式，

引进了资生堂品牌旗下的姬芮、泊美、佳丽宝旗下的 KATE等品牌。此外，除了琳琅满目的

药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之外，在附设的药店中还有药剂师常驻，一年 365 天，随时为

您的健康提供咨询服务。 

 

【2层】 

本店面向家庭客户群，在中国首次引进了永旺自有品牌“特慧优时装”，向地区的顾客

提供新的时尚建议。除此之外，在旅行柜台，还摆放有多种永旺企划开发的“特慧优”行

李箱等中国人气旅行用杂货商品，可满足男女老幼等不同年龄层、不同类别顾客的需求。

在男装区，首次进入武汉的中国人气休闲品牌、源于上海的“佐”品牌大气亮相。 

 

 

【3层】 

＜生活用品＞ 

针对中国顾客对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现象，家电卖场以地区

首位的产品阵容摆出了空气净化器和净水机，并且会在需要更换过滤器时，向顾客提供

联系服务。在家居时尚区中，除了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高品质商品之外，本店还准备了

可以搭配颜色的塑料制品和毛巾、浴室脚垫等琳琅满目的产品种类，给您打造一个充满

乐趣的厨房和卫浴空间。 

 在儿童用品区，从服装到服饰杂货一应俱全，可提供综合性的搭配方案；在玩具卖场，

柜台上摆放了机器猫、HelloKitty、迪斯尼卡通人物、史努比等在儿童中超受欢迎的卡

通人物商品。 

 

其他服务与设施 

＜综合服务＞ 

武汉通的购买和充值、电话费充值、支付水费、礼品包装等 16种服务。 

 

＜母婴室＞ 

为了能够让妈妈和宝宝放心休息，便于利用本店设施，以“加强服务功能”、“呵护安

全”、“关怀入微”作为关键词，在母婴卖场设置了“母婴室”。此外，还向准妈妈们提供各

种各样的育儿信息。 

 

＜送货上门服务＞ 

针对顾客“大米、水等较重物品或者大件物品不方便拿回家”的诉求，本店针对居住

在武汉市内的居民，提供“永旺宅配送”送货上门服务。 



 
 

【永旺梦乐城武汉金银潭 专卖店一览】 

１Ｆ              ※粗体字是日系专卖店 

号码 店名 行业 号码 店名 行业 

１ ＭＪ ｓｔｙｌｅ 集合店 43 ＧＸＧ 男装 

２ Ｌａ 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集合店 44 Ｏｎｅ Ｍｏｒｅ 女装 

３ 美朴生活（ｍａｐｌｅ ｈｏｕｓｅ） 生活杂货 45 Ｌｅｖｉ’ｓ 休闲 

４ ｚａｋｋａ 趣味杂货 46 Ｍｏｄａｅｒｓａ 配饰 

５ ＬＮＯ 配饰 47 Ｃｌａｒｋｓ 鞋类 

６ ＦＩＬＡ 运动休闲 48 ｍｉｉｄｉｉ 女装 

７ ＭｉｘＢｌｕ 女装 49 ＦＶ 女装 

８ ＣＡＢＢＥＥＮ 男装 50 ＥＧＯＵ 男装 

９ ＵＮＩＱＬＯ 女装 51 ＳＵＭＳＵＮＧ 电子数码 

10 ＯＮＬＹ 集合店 52 中国联通 生活服务 

11 ＪＩＮＳ 眼镜 53 中国电信 生活服务 

12 ＢｅＬＬＥ 鞋包 54 人福大药局 生活杂货 

13 亮视点（ＬＥＮＳＣＲＡＦＴＥＲＳ） 眼镜 55 北京同仁堂 生活杂货 

14 Ａｉｍｅｒ 内衣 56 佳必得 食品 

15 Ｅ-ｈｙｐｈ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ｇａｌｌｅｒｙ 女装 57 汉拿山 餐厅 

16 采轩总合店 集合店 58 麦永利 餐厅 

17 优禾生活 食品 59 海乐汇 餐厅 

18 周黑鸭 食品 60 大菊铁板烧 餐厅 

19 良品铺子 食品 61 吉野家 餐厅 

20 ＵＣＣ洗濯会所 生活服务 62 禾绿回转寿司 餐厅 

21 九土烟草 烟酒茶 63 ＨＡＮＡＭＡＲＵ ＯＤＯＮ 餐厅 

22 贵兄卤肉卷 食品 64 浪花屋 餐厅 

23 寥记棒棒鸡 食品 65 星火御饼火锅 餐厅 

24 好想尔枣 食品 66 江户前 餐厅 

25 樱花糕坊 食品 67 和米堂 餐厅 

26 爱茜茜里 食品 68 丸来玩趣 餐厅 

27 美尔廸 食品 69 舒芙蕾 食品 

28 吾饮良品 食品 70 西树泡芙 餐厅 

29 鲜果时光 食品 71 味千拉面 餐厅 

30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Ｈｏｕｓｅ 手表 72 千吉西饼 食品 

31 老凤祥 珠宝 73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餐厅 

32 周六福 珠宝 74 ＫＦＣ 餐厅 

33 ＺＯＬＬＥ 女装 75 味之藏 餐厅 

34 ＢＡＢＹ ＭＡＲＹ 女装 76 Ｐｉｚｚ Ｈｕｔ 餐厅 

35 ＧＩＲＤＥＡＲ 女装 77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餐厅 

36 ＥＳＰＲＩＴ 集合店 78 ＤａｉｌｙＱｕｅｅｎ 食品 

37 Ｄｏｎｏｒａｔｉｃｏ 女装 79 泰廸厨房 餐厅 

38 ｅａｒｔｈｍｕｓ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ｙ 女装 80 豪客来 餐厅 

39 ＦＬＡＸＵＳ ＴＯＫＹＯ 女装 81 招商银行 银行 

40 ＶＥＲＯ ＭＯＤＡ 女装 82 万宁 药妆店 

41 ＪＡＣＫＪＯＮＥＳ 男装 83 中国移动 生活服务 

42 Ｌｉｌｙ 女装 84 ＣＧＶ售票处 售票处 



 
 

2Ｆ              ※粗体字是日系专卖店 

号码 店名 行业 号码 店名 行业 

１ ＮＩＴＯＲＩ 家居杂货 43 ＳＥＮＬＩＮＮＩＡＯ 集合店 

２ Ｂｌａｎｃ 美睫沙龙 44 ＤＡＩＳＯ 趣味杂货 

３ 流行美 饰品 45 工贸家电 家店 

４ 舒华 运动器材 46 武汉大学口腔病院 门诊部 

５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ｔｙ 趣味杂货 47 糸域养发馆 美容美发 

６ ＡＳＤＥＴ 内衣 48 小鸳鸯 餐厅 

７ ＤＵＢＡＯＬＵ 女装 49 乐食派 餐厅 

８ ＶＩＮＳＯＲ 鞋类 50 我家小馆 餐厅 

９ ＴＩ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 化妆品 51 尚渔味 餐厅 

10 ＷＡＮＣＡＯＹＩ 女装 52 猪猪烫 餐厅 

11 ＨＯＴＷＩＮＤ 集合店 53 六悦小馔 餐厅 

12 ｌａｂｏ ｂｙ ｖｉｆｆｉｌｅ 女装 54 文记斑鱼 餐厅 

13 ＷＫ ＨＡＷＡＩＩ ＣＡＦÉ 餐厅 55 後院私房菜 餐厅 

14 ＤＡＰＨＮＥ 鞋类 56 粥王府 餐厅 

15 ＨＯＮＧＵ 皮具 57 云间云贵 餐厅 

16 ＰＥＪＡＦＡＮ 皮具 58 老五烧物 餐厅 

17 ＡＦＵ精油 化妆品 59 小海螺 餐厅 

18 ｉｍｉ’ｓ 内衣 60 老汤头 餐厅 

19 凡点 趣味杂货 61 阿香米线 餐厅 

20 ＭＵＫ 饰品 62 爬山虎 餐厅 

21 ｄｏａｏｗｏ 鞋类 63 九毛九 餐厅 

22 ＮＥＷ ＦＥＥＬＩＮＧ 内衣 64 果物工坊 食品 

23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配饰 65 乐酷水吧 食品 

24 植物医者 化妆品 66 川霸味道 餐厅 

25 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 内衣 67 秀玉红茶坊 餐厅 

26 鲜芋仙 食品 68 椰岛造型 美容美发 

27 ＤＳＴＣＬＯＲ 女装 69 克丽缇娜 美容美发 

28 ＧＡＩＮＲＥＥＬ 内衣 70 蓝丝带产後回复中心 美容 

29 ＯＭＩ 皮具    

30 可路纱 女装    

31 朵以 女装    

32 秋水伊人 女装    

33 Ｓ・ＤＥＥＲＳ 女装    

34 风笛 傲丝度 女装    

35 Ｈｏｎｅｙｓ 女装    

36 ＰＥＯＬＥＯ 女装    

37 Ｔｕｎｅ ＆ ｔｕｎｅ 女装    

38 ｃａｃｈｅ ｃａｃｈｅ 女装    

39 ＺＩＨＡＮ 女装    

40 Ｇ＋ＤＥＳＩＧＮ 趣味杂货    

41 ＫＡＷＡＩＩ 趣味杂货    

42 ＬＣＣＦ眼晴 眼镜    

 



 
 

3Ｆ              ※粗体字是日系专卖店 

号码 号码 号码 号码 号码 号码 

１ ＣＧＶ 综合影院 43 Ｍｏｌｌｙ Ｆａｎｔａｓｙ 室内游乐场 

２ 约尔珈啡 咖啡厅 44 ｆｏｏｄ ｍａｒｋｅｔ AKASHIA 美食广场 

３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食品 45 章鱼小丸子 美食广场 

４ 罗帝爸爸 食品 46 如今菓子 美食广场 

５ 果平方 食品 47 武汉热干麺 美食广场 

６ 阿滋猫甜品 餐厅 48 亚惠厨房 美食广场 

７ 途图 户外用品 49 重庆酸辛粉 美食广场 

８ 以纯 休闲 50 秦乡凉皮凉麺 美食广场 

９ 稻草人 皮具 51 养生汤 美食广场 

10 Ｓｅｍｉｒ 休闲 52 重庆小麺 美食广场 

11 特步 运动 53 渝水情水煮鱼 美食广场 

12 ａｄｉｄａｓ 运动 54 鉄板Ｅｘｐｒｅｓｓ 美食广场 

13 ＮＩＫＥ 运动 55 东川痲辛香锅 美食广场 

14 ３６１° 运动 56 五色五味石锅 美食广场 

15 ＡＮＴＡ 运动 57 好吃比萨 美食广场 

16 ＡＮＴＡ Ｋｉｄｓ 运动 58 张飞牛肉粉 美食广场 

17 马拉丁 童装 59 火锅 冒菜 美食广场 

18 ＥＬＬＥ 童装 60 油炸鸟 美食广场 

19 Ｄｉｓｎｅｙ 童装 61 摇滚小土豆 美食广场 

20 ＫＩＤＳ ＭＯＭＥＮＴ 童装    

21 贝甘 童装  计：218 店舗  

22 亲贝湾 生活服务  日系专卖店 23 家店铺  

23 格力 家电    

24 小阿服 摄影    

25 ＯＢＡＯＢＡＯ 童装    

26 ＤＲ．ＫＯＮＧ 童鞋    

27 ＫＩＤＳ ＬＡＮＤ ＬＥＧＯ 儿童用品    

28 ＰＡＰＡ ＭＡＭＡ 童装    

29 Ｇｏｏｄｂｅｂｙ 儿童用品    

30 Ｂａｌａｂａｌａ Ｔｏｗｎ 童装    

31 ＨＡＯ 童装    

32 七牌男装 男装    

33 ＴＨＥ ｎｉｎ ＨＯＭＥ 趣味杂货    

34 爱上零食休闲屋 食品    

35 Ｋ－ＢＯＸＩＮＧ 男装    

36 ＳＥＰＴＷＯＬＶＥＳ 男装    

37 ＣＡＮ－ＴＯＲＰ 户外用品    

38 ＷＡＹＥＳ 家居杂货    

39 艾美家 家居杂货    

40 塞飞洛 包类    

41 ｋｉｄｓｗａｎｔ 集合店    

42 永兴家味 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