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售
上海一代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孔锡鸣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 88 弄中鑫企业广场 18 号 5 楼
邮编：200331
电话：66310678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庄稼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63号10楼
邮编：200001
电话：63222239（总机） 63221960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茂昌眼镜公司
联系人：吴平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762号
邮编：200001
电话：63221168
63515601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
联系人：黄明星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456 号
邮编：200001
电话：63222113
上海小林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詹敏燕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2150 号 1 楼
邮编：200333
电话：61831200
上海千视聚商贸有限公司（爱戴眼镜）
联系人：邱健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341 号缤谷广场 1 楼 134 爱戴眼镜
邮编：200050
电话：52419366
上海千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建华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171号3楼
邮编：201600
电话：57726108
上海飞越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中江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661号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8201185
电话：59855106
QQ：1310885634
上海日月眼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豪强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555号
邮编：200071
电话：56909994
上海开泰眼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国山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452-472号(宝昌路口)
邮编：200071
电话：56329839
56329873
56329803
上海巴黎三城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莉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561弄11号3楼
邮编：200333
电话：52825471
上海东方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真
郑捷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801号508室
邮编：200023
电话：63458189
53026551
53026553
上海市杨浦区红星眼镜店
联系人：唐海英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 224 号
邮编：200093
电话：65341520
上海市闸北区小胖眼镜店
联系人：李求浙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 360 号三叶眼镜市场 4016 号
邮编：200070
电话：51013015
上海市闸北区心之窗眼镜店
联系人：田常比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618-2 号
邮编：200071
电话：56553695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街道品一眼镜店
联系人：施文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60号东方书城1楼半B9
邮编：200120
电话：51310175
上海市闸北区百汇眼镜店（博锐眼镜）
联系人：蔡正飞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 360 号三叶眼镜市场 4067-4069 号
邮编：200070
电话：51017758
上海市闸北区茂林综合商店（红星延长店）
联系人：许方正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长中路 441 号
邮编：200072
电话：56036325
上海市闸北区玥明眼镜店
联系人：白雪明
手机：13816738235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 360 号 4 楼 4092 室百视力眼镜
邮编：200070
电话：51013057
上海市闸北区视意眼镜店
联系人：姜晓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4445号
邮编：200435
手机：13761998911
电话：56833508
上海市闸北区聚优眼镜行
联系人：翁玲斐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 360 号（火车站南广场）环龙商厦 4 楼 4006 号
邮编：200070
电话：51013115
上海市闸北区镜中花眼镜店
联系人：张磊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656 号
邮编：200071
电话：56478538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乐适眼镜店
联系人：郁青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文汇路716弄31号
邮编：201620
电话：15710195802
上海市青浦区慧明眼镜店
联系人：邱雪明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330号
邮编：201700
电话：59726116
上海市虹口区周月松眼镜店（月松眼镜医学验光配镜中心）
联系人：周月松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汉阳路347号
邮编：200080
电话：13901665937
上海市闵行区龙柏街道红昆眼镜店
联系人：尤加春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红松路479号
邮编：201103
电话：64026539
上海卡洛特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琴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700 号森马 2 期
邮编：201108
电话：61510667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红星眼镜店
联系人：韩日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康沈路 1672 号
邮编：201318
电话：58118284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惠真逸眼镜店
联系人：马志良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商城路 660 号东方书城一楼 A9
邮编：200120

电话：51310150
上海龙视捷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联系人：林其隆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罗香路 148 号
邮编：200231
电话：64106196
上海乐顾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慰萱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城市概念 8 号楼中区 A10
邮编：200090
电话: 35072575
上海可得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尚义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006 号华大科技楼 3 层可得集团
邮编：200062
电话：51118218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代和眼镜店
联系人：吴杰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 287 号 603 室
邮编：201800
电话：13564763026
上海老凤祥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继国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 270 号 6 号楼 301 室
邮编：200235
电话：54489802
上海兴玉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书观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东门大街 508 号
邮编：201399
电话：58013969
上海亚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作词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 335 号 1 层
邮编：201100
电话：64605495

上海百好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瑞光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万安街 721 号
邮编：201500
电话：57331146
上海同创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童书林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706 号开泰眼镜市场 12-16 号
邮编：200071
电话：66285505
上海安昕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安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27号606室
邮编：200001
电话：63602729
上海帆点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庄春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沙路 4938 号
邮编：201200
电话：58982573
上海优视星眼镜行
联系人：翁志文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360号三叶眼镜城4068、4102号优视星
邮编：200070
电话：51013006
上海安美视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晓峰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可乐东路 180 号
邮编：200336
电话：62627891
上海华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珍芳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富平路 727 弄 20 号
邮编：200333
电话：4008217395
上海希文商贸有限公司（美式眼镜）
联系人：林敏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 958 号 12 楼
邮编：200042
电话：62462727
上海希多蜜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雅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恒南路 1325 号 B 栋 101 室
邮编：200114
电话：54187871
上海学士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国明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3521号
邮编：200124
电话：38790023
上海视互力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志全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5号楼301、302、303、305室
邮编：201800
电话：31014160
上海泓目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元雷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 920 号
邮编：201907
电话：54103153
上海视良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小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天津路297号
邮编：200001
电话：63516962
上海鸣芮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小平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1065 号飞雕大厦 2506 室
邮编：200030
电话：64660086
上海视界锦绣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海涛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嘉涛路 60 弄 18 号 501 室
邮编：200030

电话：69108359
上海迪眸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成文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溪南路 86 号
邮编：201500
电话：13566978831
上海卓遐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瑜莹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兴路 1688 号 1-3 层 1010 号
邮编：200071
电话：66283386
上海金豪钟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雯燕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 157 号精武大厦 1203 室
邮编：200080
电话：56961626
上海览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佶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2007 号 1 号楼 202 室
邮编：200233
电话：61213628
上海亮明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孔赛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 469 号-471 号
邮编：201600
电话：57872812
手机：13818634444
上海洛狮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诺柯视眼镜）
联系人：张芾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通南路 335 号诺柯视眼镜二楼办公室
邮编：200441
电话：66180108
上海狮城慧亮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慧娟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932号（靠近海宁路口）
邮编：200080
电话：63246485

上海顺谐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飞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青杉路 337 号一层
邮编：201103
电话：34314209
上海唐人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世撑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490号
邮编：200071
电话：66296666
上海莱切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维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路 308-1 号
邮编：200126
电话：58720589 13003150475
上海高庆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中伟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东路30号白云眼镜
邮编：200235
电话：64382418
上海倪特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倪柯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60号乐凯大厦东方书城一层A3新视界眼镜
邮编：200120
电话：58359408 51310171
免费电话:800-820-1573
400-820-1573
上海诺嘉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文俊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横港路 18 弄 73 号
邮编：201601
电话：57895383
上海竟视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管胜娣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新德路 893 号一层
邮编：201299
电话：13916207530
上海银泰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英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海丰路 65 号 1311 室
邮编：201508
电话：13606731129
上海得恩堂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嘉玮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355 号
邮编：200040
电话：62127155
上海淇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大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 10 楼 D 座
邮编：200122
电话：68768228
上海维新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宝俊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东路683号
邮编：200125
电话：50861552
上海谦亨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康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胜竹路 2188 号 L1F007
邮编：201800
电话：39947273
上海博瑞饰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强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窝牛大厦 5 楼
邮编：430070
电话：027-87881601
上海福光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日锡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92 号甲
邮编：200062
电话：62163827
上海新视月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敏玉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555号A区207室

邮编：200071
电话：56909366
热线电话：18930409366
上海翰达眼镜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蒂蒂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25 号嘉汇国际 A 座 2219 室
邮编：200030
电话：34753736
上海麟腾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文青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南路 1 号 28 楼 A 座
邮编：200023
电话：60318348
优品惠国际眼镜城
联系人：童志军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98 号一楼
邮编：200433
电话：55669029
光唯尚眼镜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金财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01 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2607 室
邮编：200020
电话：62780500
佐芙（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燕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99号尚嘉中心3003室
邮编：200051
电话：62351290
陆逊梯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芳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陕西南路 288 号环贸广场办公楼二期 26 楼
邮编：200031
电话：24113888
金山区朱泾镇雪亮眼镜店
联系人：朱峰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万安街688号
邮编：201500

电话：57333815
杰进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昳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188 号亚盛大厦 15 楼
邮编：200041
电话：52123392
南京视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忠雨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 104 号现代服务大厦 A 座 5 楼
邮编：210000
电话：025-83708421
贵清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国良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城北路 238 号
邮编：201800
电话：59981938
猫目护眼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凌凌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709室
邮编：200021
电话：63055050
博爱世眼康视功能训练无锡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
联系人：许平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下南路868号
邮编：200125
电话：33937863
瞳理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星超眼镜）
联系人：刘娟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777弄88号305室
邮编：200072
电话：4007889885
二、镜架
广州佳视美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涂智聪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191 号国际银行中心 15 楼 16~18 室
邮编：510180
电话：020-81350083
81350089

上海平凡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晓燕
总部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区经济城
电话：021-33031033
全国物流服务中心：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 5 号平凡大厦
电话：0511-86980000
上海弘升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琼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177 号 2 幢 7 楼
邮编：201615
电话：57076735
上海艾夫一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露露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阳路 19 号
邮编：201600
电话：65388888
上海圣谊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骏康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584号622室
邮编：200001
电话：63614317
63223729
上海百年红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军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迎春路 999 号
邮编：212300
电话：0511-86918222
上海红威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吉页清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400号春申江大厦811室
电话：63224225
63518016
上海米顿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立文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东方路 11 号 3 楼（太平洋饭店对面）
邮编：212300
电话：13905295181
电话：0511-86986559

上海视邦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扬扬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188 号浦江智谷 10 号楼 3 楼 G 座
邮编：201112
电话：60833500
上海尚视佳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怡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裕通路100号洲际商务中心10楼
邮编：200070
电话：60565340
上海京鸿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旭峰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松路 999 弄浅水湾别墅 45 号
邮编：201612
电话：56558599
上海知镜行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奚陈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480 弄 19 号 201 室
邮编：200071
电话：64875859
上海恒兴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春燕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618号华通大厦12楼A座
邮编：200040
电话：62583506
上海威呈眼镜光学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智毅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555号B区105-106
邮编：200071
电话：51286098
上海追峰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震良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曙启路 97 号别墅
邮编：201209
电话：50781123
上海柏琪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长国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秣陵路 100 号 905 室
邮编：200070
电话：63538280
上海科瑞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佳维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279 弄 6 号国峰科技大厦 726 室
邮编：200051
电话：32090681
上海科路光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安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2338号19-20幢
邮编：201108
电话：24203233
上海唐潮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万林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851号荣欣大厦2302室
邮编：200081
电话：56665457
56668288
上海绿丹尼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国强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449弄9号13号楼4楼
邮编：200333
电话：52839995
52839996
传真：52836966
上海舜英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凤
地址：上海黄浦区徐家汇路 358 号 1 楼 103 室
邮编：200025
电话：51082757
上海雅保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宣微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555号A区411-413室
邮编：200071
电话：62953377
上海超越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教新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283弄9号玉城大厦2002室

邮编：200060
电话：62993683
上海奥福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彩芹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 928 号静安创展大厦 516-517 室
邮编：200040
电话：63526968
上海誉视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立军
李晟韵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550号宝鼎大厦16楼B室
邮编：200025
电话：51575610
上海新族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琼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757号713室
邮编：200042
手机：18921579860
电话：32020388
上海嘉骥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骥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淞兴西路16号204-205室
邮编：200940
电话：56678204
上海澳加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寿东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590 号 4 楼
邮编： 200042
电话：62157716
上海豁朗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闵艳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车峰路 448 号 307 室
邮编：201611
电话：31262589
手机：13918510796
天箭眼镜（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伟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众仁路 399 号 A 座 303 室

邮编：201802
电话：61119316
北京菲尼克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波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1118 号悦达国际大厦 B 座 21E
邮编：200042
电话：61472957
电话：13701654180
迈创眼镜（深圳）有限公司
联系人：裴少辉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1802 室
邮编：200021
电话：53310888
伦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邹飞飞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 283 号 1 号楼 710－713 室
邮编：200031
电话：24224400
呈彤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伟杰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 928 号创展大厦 827 室
邮编：200040
电话：62361883
夏蒙眼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丽雯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B座310室
邮编： 201103
电话： 52587711
深圳佰莱德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绮华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二街新天世纪商务中心 1 栋 A 座 3112 号
电话：0755-23953633
传真：0755-23953622
上海办事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 号旺角广场 302 室
邮编：200002
电话：63330597
焕彩眼镜（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赢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2809 号 12 幢 505 室
邮编：200091
电话：55803877
葡溢眼镜（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婷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888 弄 7 号楼 501 室
邮编：200082
电话：55581023
慧讯光学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峥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228 弄 2 号嘉丽大厦 26 楼 i 室
邮编：200050
电话：32568870
霞飞诺眼镜（深圳）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芳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办公楼 12 层 08 单元
邮编：200122
电话：021-80327660
网址：www.safilo.com
三、镜片
三井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闯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恒通路268号凯德星贸大厦2102室
邮编：200070
电话：58886336
广州市苏明达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斐
地址：广州市东风西路 191 号国际银行中心 1116-1118 室
邮编：510580
电话：020-81350131
上海万明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佩云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22号91幢 3层
邮编：200233
电话：54979874
万新光学集团

联系人：汤坚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丹伏路 188 号
邮编：212331
电话：0511-88030771
上海弘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毅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555号B区3楼
邮编：200071
电话：66289979
上海卉锦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锦华
电话：13801768155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太阳山路188弄7号1608室
邮编：200042
电话：62329901
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永波
工厂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4601 号伟星上海工业园
营销中心：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388 号新业大楼一号楼 802A 室
邮编：200233
电话：51860001
上海金马眼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鲁伶俐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 698 弄 10 号 104 室
邮编：200060
电话：62662317
上海明月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陶慧琳
总部：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118 号 1611-1 室
电话：021-52971880
传真：0511-86968580
生产物流：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 9 号
邮编：212300
电话：0511－86983000
上海宝利徕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佩云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22号91幢3层
邮编：200233

电话：54979874
上海宝岛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士豪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2150 号 2 楼
邮编：200333
电话：32303356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铿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1101室
邮编：200336
电话：52038000
传真：52038001
网址：www.essilorchina.com
上海视真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友磊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449 弄 C 区 5 号楼 2 楼
邮编：200333
电话：60746122
上海悦目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秀鸣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584号628室
邮编：200001
电话：63601027
上海浩视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建苹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中路 428 号凯旋门大厦西部 22 楼 B 座
邮编：200070
电话：63170068
上海晟玺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祥蕊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夏宁路 818 弄 33、35 号
邮编：201500
电话：15901773961
上海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根庭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55号
邮编：201200

电话：58598866
上海晨超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中山国雄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方斜路 525 弄 1 号太古豪庭 704 室
邮编：200011
电话：63459428
63459478
上海镜美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亚威
地址：上海青浦区双联路 158 号 1006B
邮编：201702
电话：56629832
上海寰恩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锋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兰陵路丽都国际 12 楼
邮编：212300
电话：15262932098
比真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波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西闸路867号
邮编：201401
电话：57159900
卡尔蔡司光学（广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佳鸿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新桥路 68 号新桥大厦 17U19 室
邮编：200003
电话：63562300
北京尼康眼镜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张晓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318 号高腾大厦 1604 室
邮编：200001
电话：33767308
33767309
江苏宾得眼镜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明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司徒眼镜工业园北二环延伸段与美乐路交叉口
邮编：212300
电话：0511-80266888

凯米光学（嘉兴）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诸俊杰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561弄6号楼3楼
邮编：200333
电话：52838881
视耐明烁眸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南求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500 号 2 号楼 16 楼 D 座
邮编：200030
电话：63503097
罗敦司得眼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赛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青黛路 800 号
邮编：201318
电话：52400555
贵爵光学眼镜（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燕莉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荣华东道 46 号 A 座 1403 室
邮编：201103
电话：64320898
株式会社 裕罗磨 苏州裕罗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戈坚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18 号华福大厦 5F-B3,B4
邮编：215011
电话：0512-68417141
都恺光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莉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 1068 号 302 室
邮编：200336
电话：52137952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烨亮
地址：上海新曹杨工业园区 B 区 13 栋 218 室
江苏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 5 号
邮编：200333
212300
电话：021-32511011
0511-86888113
精工眼镜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项晓桦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99 号 1302 室
邮编：200060
电话：52287676
豪雅(上海)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邴涛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99 号我格广场 13 楼
邮编：200063
电话：52817435
四、隐形眼镜
上海大眼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涧波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1225 弄 1 号 3 楼
邮编：200333
电话：52730530
上海斗元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秀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999 号华闻国际大厦 1405 室
邮编：200051
电话：32515707
32515708
上海开眼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邵嘉岩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中兴路 1500 号新理想大厦 15B
邮编：200070
电话: 62531100
上海伊视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琳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1177 号佳预大厦 A 幢 7 楼
邮编：201615
电话：67890251
上海灵视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娟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177 号 A 栋 802 室
邮编：201615
电话：37652908
上海宝视商贸有限公司分公司
联系人：刘旭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1866 号 B 区 409 室
邮编：200436
电话：56419586
上海质子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将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 382 弄 1 号 709 室
邮编：200002
电话：63296328
上海科本眼镜护理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铭强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543 号 1 号楼 4-B1 座
邮编：200052
电话：62812359
上海科莱博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文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 号生命人寿大厦 2001 室
邮编：200120
电话：58361816
上海帝康光学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承彦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1768 号 2 幢 9 楼 919 室
邮编: 201103
电话: 51088786
上海钜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荣贵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1177 号 A 栋 802 室
邮编：201615
电话：37652901
上海高姿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贺顺宇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555 号 318 室
邮编：200071
电话：66293566
上海恋思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彦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3000 号张江集电港 3 号楼 3 楼
邮编：201203

电话：15901992428
上海海俪恩隐形眼镜光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红玲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177 号 2 幢 9 楼
邮编：201615
电话：57076088
上海眸润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敏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 140 号 A 栋 303 室
邮编：201316
电话：13816333906
上海富视远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红玲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177 号 2 幢 9 楼
邮编：201615
电话：57076100
上海舒洁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吉晓冬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青云路 602 号
邮编：200071
电话：56320101
上海蓝睛灵光学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易帆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999 号金沙商务广场 704 室
邮编：200333
电话：52698599
上海熙爱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贺军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西冈身路 777 号 5 层
邮编：201806
电话：59176290
可丽博（上海）眼镜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狄君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祥腾财富广场 9 号楼 1108 室
邮编：200070
电话：32501089
北京博士伦眼睛护理产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朱刚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999 号环贸广场 1 期 27 楼

邮编：200031
电话：60327188
达信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凯琳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春辉路 13 号
邮编：215100
电话：0512-62748800*2200
妆美堂日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琳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 626 号
邮编：200031
电话：60707600
库博光学产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奇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悦达 889 中心 1505 室
邮编：200042
电话：22114988
青岛力山眼睛护理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宿兴华
地址：青岛市北区昆山路 17 号 1 号楼 1701 户
邮编：266034
电话：0532-66021856/57
实瞳（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素珍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918 号久事复兴大厦 14 楼 A 座
邮编：200020
电话：54669790
科尔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敏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7319 号第三层 D-1 座
邮编：201102
电话：54223709
香港瀚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竺士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151 号 418 室
邮编：201203
电话：15921502402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艳梅
地址：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3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12 层
邮编：100016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金科路 4218 号诺华园区六号楼四楼
邮编：201206
电话：010-58291588、021-61603035
传真：010-64672884、021-61603041
爱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居亦露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 100 号虹桥南丰城 A 座 910 室
邮编：200051
电话：62160762
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周红玲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 1177 号 2 幢 9 楼
邮编：201615
电话：57076088
强生视力健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华崇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箐路 65 号新研大厦 A 座
邮编：200233
电话：33379164
五、设备
上海展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发云
地址：上海宝山区园康路 300 号 B 栋 3 楼
邮编：201900
电话：62843346 62849551
上海康拓光学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长华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妙境路 654 号
邮编：201201
电话：68555555
上海湖碧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眭海云
地 址：上海市奉贤区人杰路150号
邮 编：201499
电 话：36307063

手 机：15821788025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晓波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业绩路800号
邮编：200444
电话：36162800
上海新中佳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思立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449弄8号C6栋4楼B座
邮编：200333
电话：62658525
上海鑫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志青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391弄3号长风嘉庭国际广场1101室
邮编：200050
电话：64824676
62111624
62111617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克年
地址：上海市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城银路267号
邮编：200444
电话：36161290*402
杭州澳腾思格玛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杰宇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73 号中田大厦 7 楼 A 座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8894356

六、综合类
上海天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天毅）
联系人：周丽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585 号爱邦大厦 23E
邮编：200030
电话：64398257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修慧丽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喜泰支路 8 号
邮编：200231

电话：54091100*8100
上海汇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理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088 号长峰中心 1609 室
邮编：200052
电话：60519814
上海齐备视光学研究所
联系人：齐备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2003弄39号1803室
邮编：200442
电话：66345857
上海观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理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088号长峰中心1609室
邮编：200052
电话：52736757
上海汾阳视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行涛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宝庆路19号
邮编：200031
电话：64376425
上海健康医学院
联系人：陆俊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祝公路 279 号 4 号楼 501 室
邮编：201318
电话：13918962466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国际）学院 眼视光技术专业
联系人：李延红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2360号综合楼715室
邮编：201209
电话：50214468
上海眼镜职业培训中心
联系人： 沈双 陆邱翱 程天青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89号1号楼1104室
邮编：200051
电话：62418892 62121313
传真：52371062

网址： www.chinasoot.net
邮箱： chinasoot@163.com
微博： http://weibo.com/chinasoot
微信号：chinasoot
上海瑞存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春芳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兆丰路 18 号亚太广场 5 号楼 2012 室
邮编：215332
电话：0512-55193216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康辉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汇川路18号
邮编：200050
电话：62519899
上海意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 1 眼镜》杂志社）
联系人：王丽娟
编辑部：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丹桂路 999 号华悦国际 10 楼
广告投放热线：0511—86985878
传真：0511-86985873
QQ：1447128703
1305420591
无锡鸿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俞洋波
手机：13337775557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龙山路 4 号 B 幢 1003 室
邮编：214028
电话：0510-85212908
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联系人：孙环宝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东华大学五号楼 C264
邮编：201620
电话：67792923
捷孚凯市场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澜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1809 室
邮编：200041
电话：52984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