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车服务门店信息表
序号 城市 门店名称 地址

1 北京市 北京国贸一点 北京朝阳公园西4门停车场，地铁14号线枣营站A口

2 北京市 北京密云店 北京密云县十里堡镇西大桥路28-10（招商大厦对面）

3 北京市 北京西直门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交大东路66号钻河中心底商1-125

4 北京市 北京首都机场T3点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

5 北京市 北京首都机场店 首都机场路天衢航空商务酒店A座一层

6 北京市 北京朝阳公园店 北京朝阳公园西4门停车场（中石化加油站南侧），地铁14号线枣营站A口

7 北京市 北京南站点 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大街北京南站出发口

8 北京市 北京国贸二点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12号大望写字楼102

9 成都市 成都金沙客运站店 成都市青羊区蜀辉路235号8栋1-903室

10 成都市 成都火车北站点 成都市火车北站出口右侧汉都大酒店停车场

11 成都市 成都武侯祠点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横街2号康定酒店停车场

12 成都市 成都锦江店 成都市锦江区指挥街53号停车场内（机场大巴市区终点站）

13 成都市 成都机场店 成都双流航空港临港路瑞升明院商铺33号

14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双廊店 云南大理市双廊镇大建旁村停车场内

15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火车站店 大理下关开发区天庆路9号

16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古城区店 理古城绿玉小区玉局路36号

17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机场店 大理荒草坝机场2号出口

18 大连市 大连机场店 大连市周水子国际机场国内到达B出口9号门

19 大连市 大连中山区店 大连市中山区港湾广场一号（古玩城一楼）

20 大同市 大同魏都大道店 大同市魏都大道岳秀园小区旁

21 大同市 大同庆丰园店 大同市城区大庆东路庆丰园小区2楼3号

22 东莞市 东莞长安店 东莞市长安镇德政中路293号信义怡翠豪园7栋108号铺(长安公园对面)

23 佛山市 佛山季华路店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创意产业园30栋119铺

24 赣州市 赣县汽车站点 赣州市赣县汽车站出口处

25 赣州市 于都汽车站点 赣州市于都县汽车总站出口处

26 赣州市 赣州汽车站点 赣州市章贡区八一四大道25号（赣州汽车站出站口处）

27 赣州市 赣州黄金机场点 赣州市黄金机场出站口处

28 赣州市 赣州火车站店 赣州市火车站进站口左侧100m（赣铁招待所一楼）

29 广州市 广州机场店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P2停车场

30 广州市 广州白云区店 广州市白云区江夏学校北路3号617

31 广州市 广州天河客运站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客运站地铁站D出入口右边前行100米

32 贵阳市 贵阳云岩区店 贵阳市云岩区汪家湾路13号（省第二人民医院旁）

33 桂林市 桂林高铁点 桂林市叠彩区火车北站东广场

34 桂林市 桂林叠彩区店 桂林市叠彩路8号4号门面（桂林市直机关大院隔壁）

35 海口市 海口机场店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多甫村村口海榆大道91号.机场接送点：海口美兰机场对

面的露天停车场A5和A6之间

36 杭州市 杭州滨江区店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星座1幢608室

37 杭州市 杭州萧山区店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718号天林广场邮政储蓄旁

38 杭州市 杭州萧山机场店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内到达14号门正对面易卡租车柜台（机场接送免费）

39 合肥市 合肥新桥机场点 合肥新桥机场一楼到达厅3号出口直行地面停车场内

40 合肥市 合肥高铁南站店 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与内蒙古路交口格林丽景商铺5-101

41 河源市 河源泰华城店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泰华城江边B22栋B01铺

42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新华广场点 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

43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火车站点 呼和浩特火车站出站口



44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机场点 呼和浩特机场停车场

45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赛罕区店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87号（宾悦大酒店往南200米路西）

46 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东山机场店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河东区机场路龙凤家园二号楼十号门市

47 济南市 济南和谐广场店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23237号振兴花园1-1-507号

48 揭阳市 揭阳榕城区店 揭阳市榕城区八号街西侧义河综合楼西一侧1号

49 金华市 金华宾虹东路店 金华市宾虹东路1264号

50 喀什地区 新疆喀什店 喀什市色满路369号色满宾馆院内

51 开封市 开封龙亭区店 开封市龙亭区黄河路北段与复兴大道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幸福里西门）

52 昆明市 昆明五华区店 昆明市海源中路汇金大厦B栋1118室

53 昆明市 昆明火车南站点 呈贡区联大街云南师范大学门口

54 昆明市 昆明长水机场店 昆明机场航站楼停车场B2层C1区（机场接送免费）

55 昆明市 昆明火车站点 昆明火车站地下停车场2号门

56 兰州市 兰州中川机场店 兰州中川机场T2航站楼二楼出发厅6号门口（机场接送免费）

57 兰州市 兰州火车站店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383号飞天美居大酒店一楼西大厅（安定门立交桥南侧）

58 丽江市 丽江机场店 云南丽江三义机场到达大厅三号柜台

59 丽江市 丽江市古城区店 云南省丽江市义正街古路坞上段24号

60 连云港市 连云港东海县店 连云港东海县牛山镇牛山北路192-12号（牛山北路与富华路交叉口）

61 临沂市 临沂兰山区店 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与蒙山大道交汇处东北角

62 梅州市 梅州丰顺县店 梅州丰顺县汤坑镇湖下老收费站粤顺汽贸

63 梅州市 梅州广梅路店 梅州市广梅路与汉酒路T字路口

64 南京市 南京玄武区店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长巷200号3栋403（银城东苑南门旁）

65 南宁市 南宁江南区店 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223号荣宝华商城A10栋111号

66 南宁市 南宁民族大道店 南宁市民族大道89号金禄大厦

67 青岛市 青岛北站点 青岛北站西广场

68 青岛市 青岛黄岛区店 青岛黄岛区长江路230号国贸大厦A座2706室

69 青岛市 青岛崂山区店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徐家麦岛社区“学府酒店”院内

70 青岛市 青岛流亭机场店 青岛城阳区正阳中路15号银发大厦2号楼1009

71 青岛市 青岛市北区店 青岛市北区连云港路20号7080广场1号楼2205室

72 琼海市 琼海嘉积镇店 琼海市嘉积镇善集路88号

73 三亚市 三亚亚龙湾点 三亚市亚龙湾海底世界停车场

74 三亚市 三亚火车站点 三亚火车站出站口

75 三亚市 三亚大东海点 三亚大东海夏威夷大酒店停车场

76 三亚市 三亚湾点 三亚湾路胜意大酒店（三亚湾路吉祥街交叉口）

77 三亚市 三亚机场店 三亚市凤凰机场路昌兰楼宾馆； 机场接送点：国内出发大厅4号门

78 厦门市 厦门高崎机场店 厦门市高崎机场翔云二路云泰国际大厦406室（距航站楼约500米）

79 厦门市 厦门思明区店 厦门市思明区莲花新村岷宫大厦107

80 汕头市 汕头龙湖区店 汕头市龙湖区金砂东路中信环碧花园109之1

81 商洛市 商洛商州区店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通江路时代华城商业楼6号

82 上海市 上海浦东川沙点 上海川沙路川环南路路口（地铁2号线川沙站1号出口)

83 上海市 上海古北点
上海市虹桥路1440号，靠近地铁10号线伊梨路站（地铁10号线伊梨路站3号

出口50米）

84 上海市 上海龙阳路会展中心点 上海龙阳路芳甸路路口（地铁7号线花木路站4号口）

85 上海市 上海莘庄店 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651号（S4莘朱路入口旁）

86 上海市 上海闸北区店 上海市闸北区中山北路858号

87 上海市 上海浦东机场店 上海浦东机场T1航站楼出发层8号门

88 上海市 上海浦东机场点 上海浦东机场T1航站楼9号出口，T2航站楼28号出口



89 上海市 上海张杨路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703号（地铁6号线民生路站1号出口150米）

90 上海市 上海虹桥机场店 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国内到达厅4号门左转50米上海中航泊悦酒店一楼大
厅91 上海市 上海徐汇店 徐汇区龙川北路733号

92 深圳市 深圳金龙华广场店 深圳龙华新区金龙华广场停车场

93 深圳市 深圳北站点 深圳北站东广场(民塘路--深圳北站公交站)

94 深圳市 深圳龙华店 深圳市龙华新区锦绣江南三期D栋2087号（人民北路与龙胜东路交汇处）。

95 深圳市 深圳香蜜湖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香蜜湖度假村A区停车场

96 深圳市 深圳机场店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5005号汇庭居一楼6铺（汉庭酒店新航站楼店西边100

米）免费新航站楼接送。

97 沈阳市 沈阳桃仙机场点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T3航站楼2楼出发厅5号出发口（支持市内异店还车）

98 沈阳市 沈阳火车站点 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92号-78门

99 沈阳市 沈阳火车北站店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72号一楼大堂

100 十堰市 丹江口市区店 丹江口市生产北路滨江小区

101 石家庄市 石家庄桥西区店 石家庄新石南路156号（喆啡酒店一楼）

102 石家庄市 石家庄正定机场点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T2航站楼停车场

103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街268号中天湖畔广场停车场

104 苏州市 苏州体育中心店 苏州市三香路体育中心体育场二楼北二包厢（5号看台）

105 天津市 天津梅江店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喜年广场2-506

106 通辽市 通辽科尔沁区店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中心大街东段(通华二区北门东500米路南)

107 温州市 温州江北永宁路店 温州市永嘉县江北街道永宁路罗马城7幢

108 温州市 温州鹿城区店 温州市葡萄棚工业区2号西首

109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机场提车点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乌兰浩特机场出口处左侧

110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火车站点 内蒙古乌兰浩特火车站出站口金茂商厦楼下

111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爱国北大路店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爱国北大路沈铁枫景名城3号楼门市

11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新市区店 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南东路276号河南人家一楼

11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机场店 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1341号天缘商务酒店一楼门面

114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店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河滩北路545号

115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人民路店 乌鲁木齐人民路58号

116 武汉市 武汉武昌火车站点 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出站口东广场

117 武汉市 武汉汉口火车站点 武汉市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对面中国移动通信营业厅旁

118 武汉市 武汉高铁点 武汉市青山区武汉火车站北3出口对面停车场内（直行距离出口100米左右）

119 武汉市 武汉汉口体育中心店 武汉市汉口区新华下路汉口文化体育中心

120 武汉市 武汉机场店 武汉市天河机场T2航站楼一楼到达厅10号门停车场出口

121 西安市 西安咸阳机场点 高新区机场T3航站楼出发大厅

122 西安市 西安未央区店 西安市未央区龙首北路西段154号

123 西安市 西安莲湖区店 西安莲湖区劳动路90号（西稍门什字向北100米路西）

124 西昌市 西昌航天大道店 西昌航天大道西路149号

125 西宁市 西宁北大街店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11号7天连锁酒店停车场院内

126 西宁市 西宁火车站店 西宁火车站地下停车场东厅7号（出站口不上电梯直走进地下停车场左手
50米）127 西宁市 西宁机场店 西宁曹家堡机场T2航站楼国内到达出口

128 西宁市 西宁城西区店 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50号皇子豪庭酒店一楼至尊租车

129 西宁市 西宁城中区店 西宁市城中区南山寺脚下邮政运输物流局院内

130
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
西双版纳机场店 西双版纳机场宾馆大堂

131 襄阳市 襄阳樊城店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新华北路22-10号店铺

132 忻州市 忻州忻府区店 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西街与牧马路交叉口南100米（景华长城4S店）



133 宿迁市 宿迁宿城区店 江苏宿迁市凯琳瑞巴黎都市商场1#楼西1-19

134 徐州市 徐州高铁店 徐州高铁站地下停车场门面3号

135 徐州市 徐州解放北路店 徐州市解放北路2号汇源置地广场18楼1802室

136 许昌市 许昌高铁东站店 许昌高铁站进站口南50米（许昌候机楼对面）

137 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

伊宁飞机场路店 伊宁市中苑新城第五区14栋107号房

138 宜昌市 宜昌伍家岗区店 宜昌市东山大道135号（时代天骄大厦旁）

139 元阳县 元阳哈尼梯田店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南沙镇碧水苑1-11号

140 岳阳市 岳阳太阳桥店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太阳桥建材市场28栋2086号

141 运城市 运城高铁店 运城市姚孟陶上村东高铁北站出口

142 长沙市 长沙贺龙体育馆店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小林子冲巴黎香榭小区A栋203房

143 长沙市 长沙岳麓区点 长沙金星中路528号茉莉花国际酒店

144 长沙市 长沙曙光路点 长沙市曙光中路48号2楼（曙光停车场旁）

145 长沙市 长沙高铁店 长沙雨花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12栋2单元2007室

146 长沙市 长沙机场店 长沙县黄花镇机场大道樱花山庄正门

147 长沙市 长沙天心区桂庄店 长沙市天心区桂庄农贸市场临街第101-103号

148 长沙市 长沙天心区店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小区刘家冲路6号栋公寓楼西侧

149 郑州市 郑州机场T2点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T2航站楼北停车场

150 郑州市 郑州高铁店 郑州高铁站北出口东20米（出站大厅内）

151 郑州市 郑州花园路店 郑州市花园路56号郑花大厦408室

152 郑州市 郑州农业路点 郑州市农业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富凯大厦416室

153 郑州市 郑州航海路店 郑州市航海路与未来路交叉口北50米路西

154 郑州市 郑州郑东新区CBD店 郑州郑东新区CBD商务内环23号楼

155 郑州市 郑州黄河路店 郑州市黄河路76号合立大厦1410室（黄河路与南阳路交叉口向西100米）

156 郑州市 郑州火车中心站店
郑州市二七区兴隆街8号郑州大酒店B座一层（火车站东广场北出站口向东100

米路北）

157 郑州市 郑州机场店 郑州市机场迎宾大道蓝翔花园内

158 中山市 中山坦洲镇店 中山市坦洲镇乐怡路商业街12号

159 重庆市 重庆杨家坪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大洋百货3单元10-10

160 重庆市 重庆北滨路君豪店 重庆北滨路君豪广场商务楼12-2

161 重庆市 重庆解放碑店 重庆渝中区解放碑较场口恒通云鼎国际公寓A座10-4

162 重庆市 重庆新牌坊店 重庆渝北区财富中心财富汇607

163 重庆市 重庆火车北站店 重庆市渝北区龙头寺丁香路8-22号

164 重庆市 重庆机场店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东路80号蓝色星空金牛座

165 珠海市 珠海拱北店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2079号北岭花园大厦2单元503室

【注意】：
首次租车客户需到实体门店办理个人资料登记手续，不支持虚拟门店服务。虚拟点：至尊租车为方便客户提供的送车点和还车
点，申请虚拟点租还车服务，需提前在预约车辆时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