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市 非授权经销商 地址                                      老板     备注

广东 汕头 汕头怡科 汕头市龙湖区黄河路智汇时代雅园 杨少娟 2021年3月新增

河南 郑州 郑州新希望 2021年3月新增

河南 郑州 郑州华熙 2021年3月新增

河南 郑州 郑州华跃 2021年3月新增

河南 郑州 郑州慧盟 2021年3月新增

河南 郑州 郑州冠犀 2021年3月新增

福建 泉州 泉州金税（天祺） 泉州市鲤城区九㇐路益华电脑城6楼602                       王\骆先生

上海 上海 上海燊飞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中路568号鹿都国际广场（沃尔玛）三楼金环球计算机 城城A306

上海 上海 上海诚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927弄开元地中海数码广场3076室

上海 上海 上海诚成科技有限公司 南汇区惠南镇北门大街33号两港电脑城111室

上海 上海 上海诚成科技有限公司 康沈路1652号小上海数码广场

上海 上海 宝山城成科技 宝山区牡丹江路1599号北冀商业街地下8318号

上海 上海 上海金山国微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石化龙胜路696号龙胜路计算机城

上海 上海 上海华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聚丰园路191号好又多数码岛C18室

上海 上海 上海圣群计算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亿达计算机城36号

上海 上海 上海钿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3030号东上海计算机城117B

上海 上海 上海远冠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上海 上海 上海凌志计算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车站路26号小上海数码广场203

上海 上海 青浦国微 欧洲街38号

上海 上海 上海国维电脑 邯郸路365号颐高数码广场A311

上海 上海 上海喜燕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康沈路1652号小上海数码广场219

上海 上海 上海华成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惠南镇车站路26号小上海数码广场 220

上海 上海 联盛电脑 兰溪路148号地下室B17

上海 上海 江桥运始 张掖路355号电子商城1号楼IT馆1楼A1890

上海 上海 上海富承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大陆数码广场二楼A30

上海 上海 泰坤汇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沙路5093号215-216

上海 上海 上海泰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金高路2085号

上海 上海 高桥诚成科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季景北路676号

山东 菏泽 菏泽海创科技 菏泽中原商城中原商城                           柴俊婷

山东 济南 济南256 华强                                      王毅

山东 烟台市 烟台联创 烟台市芝罘区科技市场246室                          张积慧

山东 青岛市 龙腾电子 青岛市信息城201室                              杜晓娟

山东 济南 博宇电脑 济南市山大路华强电子城写字楼

山东 淄博 恒讯电脑 淄博市张店区齐赛科技市场

山东 青岛 九州岛岛电脑

山东 烟台 力晶

山东 威海 万聚电子

山东 青岛 大天科技

山东 威海 大汇电子

山东 威海 文登辰阳

山东 日照 日照万科

山东 青岛 世龙网上商城

山东 东营 东营鹏程

山东 青岛 龙腾电子

山东 青岛 优品商城

山东 烟台 江海电子

山东 青岛 金泰科技

山东 青岛 金海脑电脑

山东 威海 威海科阳

山东 济南 济南浩海

山东 济南 济南祥云

山东 青岛 桑尼电子

山东 青岛 浩海电子

山东 青岛 海龙电脑

山东 淄博 淄博恒讯

山东 青岛 盛世网联

山东 临沂 临沂三阳

2021年3月公告-非授权商户名单 

如果您在下列商家购货,将无法完整享受厂家提供的三年保售后服务,敬请多加留意。 
下列商家,并非本公司授权商户, 
为保障您的消费者权益,购物时,请洽合法渠道选购, 
亲爱的技嘉消费者, 首先感谢您对于技嘉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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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 临沂百大

山东 临沂 临沂蓝汛

山西 大同 大同智晟 上悦电脑城三楼                                   马先生

山西 太原 以琳科技 颐高三层                                      周先生

山西 太原市 安测 青龙二层

山西 太原市 俪科 青龙二层

山西 太原市 捷联电子 丽泽苑

山西 长治市 诚信 昌盛电脑城二楼

山西 临汾市 鸿达 傻二电脑城背后小白楼

广东 广州 广州新联创公司 广州市天河路颐高电脑城432

广东 广州 广州润泽公司 武警大院14栋201

广东 广州 广州亿通达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西路东园小区31号102

广东 广州 广州千里马 广州市天河路太平洋电脑城㇐期4楼

广东 广州 广州立行公司 广州市天河路太平洋电脑城㇐期712

广东 广州 广州润泽公司 广州市天河路武警大院14栋201

广东 广州 广州添润 广州市天河区展望数码广场七楼701                         张先生

广西 广西 屏山意惠 屏山电脑城215～218

广西 广西 北海四海 北京路祥和大厦309室

广西 广西 北海合浦四海 合浦县爱卫东路36号

广西 广西   钦州四海 钦州赛格电脑城3城3楼376

广西 广西 贵港四海 正佳电脑城

广西 广西 梧州三普 广汇电脑城

广西 广西 梧州慧海 广汇电脑城

广西 广西 玉林源创 玉林电脑城

广东 东莞 凤岗智盛 凤安电子城2FB106

广东 东莞 凤岗启程 凤岗电子城CF201

广东 东莞 清溪梦想 中宇电脑城B01

广东 东莞 清溪海燕 国钊电脑城C1-5

广东 东莞 清溪柯通 天众电脑城BF15

广东 东莞 清溪欣科 天众电脑城BF16

广东 东莞 清溪创鑫 天众电脑城BF20

广东 东莞 塘厦海天 华赛电脑城A016

广东 东莞 塘厦鸿睿 华赛电脑城A047

广东 东莞 塘厦天宇 博脑汇电脑城B032

广东 东莞 长安智盛 明和电子广场A区二楼B2030-2033

广东 东莞 虎门星玉 虎门太平3183

广东 东莞 大岭山创想 航宇A31-32

广东 东莞 樟木头超兴 湘江电脑城㇐楼A012

广东 东莞 石龙中天 石龙电脑城㇐楼8056

广东 东莞 石龙城鑫 石龙电子城三楼

广东 东莞 塘厦永恒 塘厦明和A1033

广东 东莞 清溪智盛 中宇电脑城二楼A03

广东 东莞 清溪深航 清溪国钊A06

广东 东莞 凤岗鑫大地 凤岗沙岭电子城3楼DF-226

广东 东莞 长安星玉 长安明和电子城B2052 B2055

广东 东莞 长安万家 长安明和电子城二楼B2028

广东 深圳 福隆电脑 赛格5286

广东 深圳 楚薪科技 赛格7253

广东 深圳 旭鹏科技 赛格5234

广东 深圳 石岩久信 深圳石岩创富电脑城

广东 深圳 福永旭佳 深圳福永兴中宝电脑城2楼

广东 深圳 沙井维诺百川 深圳沙井益华电脑城C306

广东 深圳 公明华鹏 A033

广东 深圳 公明创意 A067

广东 深圳 沙井联信达 D115

广东 深圳 宝安赛格亚信科技有限公司 宝安赛格广场3D11

广东 深圳 观澜嘉兴 1FK02

广东 深圳 龙岗鑫泽 富康苑104～23

广东 深圳 龙华星科 龙华国际电子城1楼

广东 深圳 龙华华冠 国际电子城2A011

广东 深圳 东辉电脑 国际电子城2B003A

广东 深圳 时创电脑 龙华国际电子城1B1

广东 深圳 惠州新华丽 惠州黄塘电脑城3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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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深圳 河源绎丰 河源万联电脑城1楼

广东 深圳 惠州荣升科技 惠州黄塘电脑城1号楼

广东 深圳 惠州智同电脑 惠州黄塘电脑城1号楼

广东 深圳 惠州原创电脑 惠州黄塘电脑城1号楼

广东 深圳 深圳豫科电脑 深圳华强北赛格广场6504

广东 东莞 石龙中天 东莞市石龙镇石龙电脑城㇐楼8056

广东 东莞 虎门明迅 东莞市虎门镇太平电子城2138-2151

广东 东莞 虎门微讯 东莞市虎门镇太平电子城2149-2150

广东 东莞 樟木头超兴 东莞市虎门镇湘江电脑城㇐楼A012

广东 东莞 塘厦永恒 东莞市塘厦镇明和电子城A1033

广东 东莞 横沥海益 东莞市横沥镇广益电脑城A31铺

广东 河源 绎丰电脑科技 河源市沿江中路14号万联电脑城A1018#商铺

广东 汕尾 海丰县科兴电脑经营部 海丰北角西街海城电器街7号

广东 深圳 深圳龙华东辉电脑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国际电子城2B003A

广东 深圳 深圳观澜嘉兴电脑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和电子城1FK02

广东 深圳 深圳龙岗鑫泽电脑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富康苑104～23

广东 深圳 福隆电脑科技 深圳市华强北赛格广场五楼5286

广东 深圳 旭鹏科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电脑卖场赛格5234

广东 深圳 楚薪科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电脑卖场赛格7253

广东 深圳 福永旭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福永兴中宝电脑城2楼2803

广东 惠州 惠州荣升科技 惠州黄塘电脑城1号楼25号

广东 深圳市 龙岗鑫泽 富康苑104～23                                甄恩明

广东 深圳市 深圳豫科电脑 深圳华强北赛格广场6504                            胡宝

广东 东莞市 石龙城鑫 东莞市石龙镇石龙电子城三楼                            陈银旺

广东 东莞市 大朗顺飞 东莞市大朗镇森大电脑城2楼A003A档                      黄浩里

广西 玉林市 玉林市源创电脑经营部 广西玉林市电脑城二楼D区4号                           苏海峰

广西 柳州市 柳州市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河北新村三区10号3栋2单元202房                    黎协官

广西 北海 广西北海四海 北京路祥和大厦309室

广西 贵港 广西贵港四海 正佳电脑城B1

广西 北海 广西北海合浦四海 合浦县爱卫东路36号

广西 钦州 广西钦州四海 钦州赛格电脑城3楼376

云南 昆明 昆明大金科技 昆明市冶金研究院

云南 昆明市 昆明市兴业科技 昆明市龙泉路盈江花园                               丁诚

内蒙 古  临河 天宇科技 临河卖场二层                                  周林

内蒙 古  赤峰市 天义技嘉电脑 内蒙古 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契丹街                         刘小林

内蒙 古  赤峰 时代科技

天津 天津 迎佳科技 时代N04                                高志刚

北京 北京 硅谷7011 硅谷7011                                   张新路

北京 北京 E世界3331

北京 北京 硅谷4B20

北京 北京 硅谷7011A

北京 北京 鼎好3336

北京 北京 鼎好4361

北京 北京 鼎好4493

四川 成都 成都中盛 成都市东华电脑城1楼B6

四川 成都 成都金力鸿宇 成都市东华电脑城3楼E40

四川 成都 成都亿天电脑 成都市龙信大厦420室

四川 成都 成都鼎信科技 百脑汇632                                  刘小燕

宁夏 银川 鑫科硕达电脑公司 银川市鼓楼电脑城2楼                            曲波

宁夏 银川 银川鑫科硕达电脑公司

甘肃 兰州 天讯科技 兰州电脑城                                   王凡

甘肃 兰州 兰州新希望电脑公司

吉林 长春 长春瑞想得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市长江路科技城4B10室                    吕嵩

吉林 吉林 吉林瑞峰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市剧场2楼2051                             周兴水

安徽 芜湖 芜湖鹍腾 芜湖市融汇中江电脑城2楼

安徽 合肥 合肥富海华 合肥百脑汇电脑城5楼

安徽 滁州 滁州摩天 滁州市中环超市内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技嘉

安徽 合肥 合肥新飞硕

安徽 合肥 安徽腾乐公司

安徽 阜阳 阜阳同阳

安徽 蚌埠 蚌埠源拓（倚天）

安徽 淮南 淮南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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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莞湖市 芜湖昆腾电脑 芜湖市融汇中江电脑城2楼C区                          王礼峰

安徽 芜湖 金兴浪 芜湖市融汇中江电脑城1楼                            朱

安徽 芜湖 英迈 芜湖市融汇中江电脑城1楼                            鲁

安徽 芜湖 信嘉 芜湖市融汇中江电脑城2楼                            钟

安徽 芜湖 宏升 芜湖市赛博卖场1楼                               江

安徽 宣城 金石通 宣州区状元北路34号                              张

安徽 阜阳 凌志 阜阳市颍东区东方数码广场2楼                          张磊

安徽 安庆 普蓝 安庆赛格数码广场1楼                              胡总

安徽 蚌埠 789商城 蚌埠解放北路淮上大道2986号                         候建好

安徽 六安 东方电脑 六安浙东商贸城1楼              杨宁

安徽 合肥 丽丰 合肥鸿基广场                                  丰荣幸

江西 九江 杨帆 太平洋电脑城B255#

江西 南昌 顺达 东方计算机城四楼

江西 九江 盛天 生生电脑城113#

江西 萍乡 腾达 安源电脑城218-219#

江西 萍乡 天成 金碧辉煌电脑城218-219#

江西 南昌 博欣 南昌市新大地四楼C45A

江西 赣州 三普

江西 赣州 大德

江西 赣州 华讯通

江西 赣州 金科

江西 赣州 星辰

江西 吉安 胜蓝

江西 赣州 智星

江西 吉安 新大地

江西 赣州 精睿

江西 赣州 蓝鑫

江苏 苏州 苏州大仟 苏州市乌鹊桥长虹弄7号                             徐明华

江苏 无锡 无锡宇鸿 无锡市梦之岛通信市场3A20                          贾勇

江苏 徐州 丰县众邦

江苏 宜兴 日神电脑（鹏程电脑）

江苏 苏州 亚邦电脑

江苏 南京 华军

江苏 南京 阿呆㇐流电子

江苏 宜兴 信㇐电脑

江苏 南京 冠业

江苏 南京 恒信

江苏 徐州 徐州永大

江苏 徐州 徐州汇创

江苏 宿迁 宿迁众帮

江苏 宿迁 宿迁昭阳

江苏 南京 中鼎 王丰

江苏 无锡 皓捷电脑

江苏 南京 南京新伟业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市珠江路环保大厦607                        曹宇

江苏 徐州 睢宁县明硕电脑 徐州睢宁县数码广场㇐楼                          苏波

江苏 苏州 众帮IT连锁            吴江开平路赛格电子市场3楼                        沈敏健

江苏 南京 瑞想得电脑 南京未来城                                华军

江苏 南京 曹宇                南京环保大厦603                            曹宇

江苏 南通市 美承电脑 八仙城3206                              黄先生

江苏 南通市 南通佳捷 宝隆路电脑室2B33                           刘先生

河北 石家庄 市  明博科技 河北省石家庄颐高电子大厦3270                     薛志拼

河北 唐山 大龙

河北 邯郸 佳馨科技

河北 邯郸 国兴电子

河北 石家庄 明博科技

河北 邯郸 金亿科技

河北 邯郸 非凡电子

河北 秦皇岛 恒业计算机

河北 邯郸 新傲电子

河北 邯郸 鼎鑫科技

河北 秦皇岛 蓝岛恒越

河南 郑州 郑州新慧海

河南 郑州 郑州中原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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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西宁 西宁市佳品电子 西宁市赛博数码2楼                            龙有君

重庆 重庆 壁广和电脑 赛博3F                                 雷强

重庆 重庆 重庆主达电脑

重庆 重庆 重庆迅威电脑

陕西 西安 新希望电脑商城 西安市雁塔路东新科贸电脑城C楼                      谢建民

陕西 西安 西安纳兰海电子

陕西 西安 陕西新希望电脑公司

浙江 温州 智博电脑              苍南灵溪镇学士路10号                          朱成敏

浙江 宁波 慈溪明亚              慈甬路138号颐高数码广场附加2楼                    童宏明

浙江 上虞 上虞市天虹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市颐高数码广场F2053

浙江 义乌 义乌博航电脑 义乌市电脑城D区㇐楼19-20

浙江 温州 飞云雷盛电脑 飞云大桥东路140-142号

浙江 台州 天台星火电脑 天台人民东路139号

浙江 宁波 世贸海山              东渡路29号世贸六楼6B15

浙江 宁波 赛格联众达 东渡路29号赛格数码广场3B40

浙江 台州 仙居新辉电脑 仙居县河埠路11号

浙江 台州 仙居新宇电脑 仙居县景凤路26号

浙江 乐清 白象普新              北白象镇中山西路88号

浙江 宁波 宁海博大              宁海县怡惠东路112号

浙江 台州 玉环隆达电脑 玉环13号小区泰兴苑步行街17幢67号

浙江 台州 玉环远航电脑 玉环十三号小区

浙江 台州 玉环九鑫电脑 玉环十三号小区16栋43-45号

浙江 台州 坎门海天电脑 玉环坎门新大街115号

浙江 湖州 长兴世科              长兴县金陵中路58号

浙江 温州 新世纪电脑 龙港镇金河路38号

浙江 温州 温州优科              灰桥机电电脑城705 优科电脑

浙江 舟山 舟山联众达 舟山市定海环城东路26-4号

浙江 余姚 余姚08数码            余姚市四明西路82-84号

浙江 余姚 余姚天成              余姚市保庆路70-72号二楼

浙江 温州 智博电脑              灵溪学士路153号

浙江 杭州 杭州瑞动科技 杭州文三路九莲新村35栋24号102

浙江 杭州 杭州振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369号高新数码大厦610室

浙江 杭州 未知                杭州西湖区学院路99号412

浙江 金华 金华宇恒电脑 金华市双龙南街新龙腾市场二楼50.51号

浙江 金华 金华联鑫电脑 金华市金发颐高数码商场256-257

浙江 金华 武义新辉电脑 金华武义县光明路34-39号

浙江 乐清 柳市普新              柳市镇柳青北路123号2幢

浙江 乐清 柳市欣泰              柳市鸿基数码广场2-C1到C7

浙江 宁波 镇海华维              浙江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工农路172号2楼

浙江 宁波 盘英电脑              海曙区天㇐数码 A351

浙江 温州 温州开铭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南站电脑市场3楼K26

浙江 温州 温州东创 温州数码广场二楼B28

浙江 台州 温岭星力电脑 温岭国际数码城3楼

浙江 象山 象山联众达 象山塔山路200-5

浙江 温州 塘下万宝电脑 塘下塘川北街206号

浙江 温州 塘下同盛电脑 塘下镇塘川南街8号

浙江 慈溪 慈溪明亚 慈甬路138号颐高数码广场附加2楼

浙江 温州 瑞安新世纪电脑 瑞安公园路55-1号

浙江 温州 瑞安讯怡 瑞安外滩步行街西江月15-17号

浙江 台州 路桥东升电脑 路桥电子数码城

浙江 台州 新桥蓝天电脑 路桥新桥镇新大街56号

浙江 温州 温州天诚 黎明西路温州薄膜厂内

浙江 衢州 衢州三高电脑 衢州市荷花中路123号颐高数码城2楼 2098号             张先生/李先生

浙江 乐清 乐清普新 乐清市呈祥路245号

浙江 乐清 虹桥程明 乐清市虹桥镇幸福东路73号

浙江 绍兴 绍兴宏远电脑有限公司 绍兴中兴路颐高数码广场J2072

浙江 绍兴 绍兴创辉电脑有限公司 绍兴中兴路颐高数码广场K2068

浙江 绍兴 绍兴E网电脑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区老市场

浙江 诸暨 诸暨佳杰电脑有限公司 诸暨春江路电子商务园区2号楼201室

浙江 温州 创兴电脑 钱库柳波西路12号

浙江 湖州 德清水木清华 湖州市德清县南苹街

浙江 杭州 杭州众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区文三路369号高新数码大厦1012               赖陈跃

浙江 义乌 景程电脑 义乌市宾王路数码城2321                        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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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丽水 长丰电脑 颐高数码城2楼                              方先生

浙江 杭州 绍兴上虞天威 绍兴市上虞市藕舫路

海南 三亚市 三亚宏迪 创新电脑城3楼                              陈典辉

湖北 武汉 武汉比邻 汉口中心电脑城1号                            胡象悦

湖北 武汉 武汉华鹏电脑经营部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广埠屯武汉电脑大世界5638

湖北 武汉 武汉新友电脑经营部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广埠屯武汉电脑大世界负㇐楼

湖北 荆州 荆州蓝星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红门路荆州蓝星电脑公司

湖北 武汉 武汉欣港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广埠屯资讯电脑广场3楼                 杨生武

湖南 长沙 清禾                赛博电脑城侧面                              李青

湖南 常德 常德耀文 QQ电脑城1楼

湖南 长沙 长沙创文 国储城市天地1910室

湖南 长沙 长沙杰讯 天心电脑城中门904

湖南 常德 常德华鑫 德高电脑城1楼

湖南 吉首 吉首烽火 三馆电脑城二楼

湖南 岳阳 岳阳兰兰 天祥电脑城2楼

湖南 长沙 宁乡德龙 宁乡奥通电脑城C-039 

湖南 怀化 怀化三利电脑 怀化银河电脑城1楼

湖南 怀化 怀化亿联 怀化银河电脑城2楼

湖南 怀化 怀化永胜电脑 怀化银河电脑城2楼

湖南 怀化 怀化飞达电脑 怀化银河电脑城3楼

湖南 长沙 长沙湘粤 国储电脑城525

湖南 长沙 长沙蓝运 国储电脑城城市天地2610室

湖南 株洲 株洲五星 株洲湘银电脑城

湖南 郴州 郴州新创通 郴州电脑城二期三楼327号

湖南 怀化 怀化怀联 银河电脑城3楼F12号

湖南 衡阳 衡阳锐翔 衡阳电脑城3015 

湖南 长沙 长沙科远 合峰电脑城327

湖南 常德 常德蓝星 常德滨湖电脑城旁

湖南 衡阳 衡阳太平洋 衡阳电脑城

黑龙 江  哈市 瑞阳科技 船舶                                   彭太坤

新疆 烏魯木齊 新疆新希望 紅旗路二樓                                謝西亞

新疆 乌鲁木齐 赢通鑫诺

福建 泉州 泉州慧海鑫 泉州市鲤城区九㇐路益华电脑城3楼322                  吴先生

福建 石狮 冠林

福建 晋江 科贸园

福建 厦门 厦门联进达

福建 泉州 创网

福建 泉州 蓝点

福建 龙岩市 武平信达电脑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政府路                         王富贵

福建 泉州市 蓝点                益华508                                何文

贵州 省  贵阳市 金联汇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市瑞金中路瑞金电脑城2F-G4                    温寅真

贵阳 贵州 贵州遵义技高科技 贵州省遵义市贵阳路13号

辽宁 大连金 州  隆盛科技 大连金州                                 薛维文

辽宁 鞍山 中天电子              鞍山市老㇐百电脑城48-49档口                     夏丰/夏老二

辽宁 丹东 北齐科技              丹东华美电脑城                              王德志

辽宁 沈阳 天立科技              亿顺大厦

辽宁 沈阳 明信科技              东科234

辽宁 沈阳 亿百科技              东软4A031

辽宁 沈阳 明阳科技              东软4楼

辽宁 沈阳 展望科技              艾特6号楼

辽宁 沈阳 四通科技              三好街东科写字间                             张震

辽宁 锦州 华兴科技              锦华电脑城                                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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