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安庆市 蓬莱超市 蓬莱公寓

2 安庆市 滨江超市 滨江苑五栋

3 安庆市 小小商店 新义街23号

4 安庆市 陆子百货 大观亭街156号

5 安庆市 好日子超市 德宽路158号

6 安庆市 308超市 德宽路216号

7 安庆市 诚美超市 德宽路69号

8 安庆市 龙井超市 龙井小区10号楼

9 安庆市 热电超市 德宽路335

10 安庆市 诚信调味 六中菜市场第一家

11 安庆市 方记调味 六中菜市场第一家

12 安庆市 好人家自选 龙山路建南村北04号

13 安庆市 好人缘超市 人民路33号

14 安庆市 东城超市 华中东路118号

15 安庆市 大红门超市 渡江路14号

16 安庆市 御景超市 吉祥街4-8号

17 安庆市 桥头小店 花亭北村桥头

18 安庆市 花亭便利店 花亭北村36栋

19 安庆市 金湖超市 湖心南路321号

20 安庆市 万客隆超市 华中路大发

21 安庆市 旺龙商店 皖江路碧桂园山水人间

22 安庆市 祥和超市 皖江大道林语堂小区

23 安庆市 宜家鲜购六店 迎宾西路大溪地16栋

24 安庆市 宜家鲜购一店 迎宾西路

25 安庆市 龙艳超市 绿地1期10栋

26 安庆市 宜家鲜购三店 集贤北路1138号



27 安庆市 宜家鲜购五店 皇冠路

28 安庆市 好客超市 五里工业园

29 安庆市 金华联阳光店 沿江东路18-1

30 安庆市 金华联先锋店 先锋巷21-23号

31 安庆市 金华联杨家山店 杨家山街5-3号

32 安庆市 金华联华中店 华中西路329号

33 安庆市 金华联宜光店 宜光西路121号

34 安庆市 金华联宜城路店 宜城路108号

35 安庆市 金华联龙门店 龙门口街143号

36 安庆市 金华联回祥店 回祥北路菱建小区

37 安庆市 金华联蔡山店 蔡山路3号

38 安庆市 金华联红旗店 华中东路144号

39 安庆市 世纪华联玉琳店 玉琳路

40 安庆市 华欣商贸 光彩三期

41 安庆市 惠达超市 菱建小区

42 安庆市 怡辉超市 回祥小区

43 安庆市 小叶粮油 工农街菜市场

44 安庆市 袁记调味 王府菜市场

45 安庆市 利民调味 龙狮桥菜市场

46 安庆市 玉宏调味 龙狮桥菜市场

47 安庆市 东方朝阳超市 朝阳小区

48 安庆市 海燕调味 朝阳菜市场

49 桐城市 桐城盐业公司 桐城市西大街

50 桐城市 美日商行 桐城市大关镇

51 桐城市 腾飞购物中心 桐城市孔城镇

52 桐城市 新渡乐购 桐城市新渡镇

53 桐城市 宜荣超市 桐城市青草镇

54 桐城市 岭头超市 桐城市范岗镇

55 桐城市 大红鹰烟酒超市 桐城市五十米大道



56 桐城市 新渡大乐购物中心 桐城市新渡镇

57 桐城市 双港好又多超市 桐城市双港镇

58 桐城市 卅铺章斌超市 桐城市卅铺

59 桐城市 居巢路南路大乐购 桐城市区居巢南路

60 桐城市 天 鸟 商 行 桐城市区和平菜市场13号

61 桐城市 兴尔旺大乐购 桐城市区兴尔旺大市场

62 桐城市 天红大乐购 桐城市区龙腾路

63 桐城市 时代鹏泰生活超市 桐城市区时代广场

64 潜山市 皖润发连锁皖国路店 皖国路

65 潜山市 皖润发连锁蓝鼎店 桃园路

66 潜山市 皖山商厦 梅园路

67 潜山市 皖城时代店 舒州大道

68 潜山市 官庄叶青松超市 官庄镇官庄街

69 潜山市 棋盘商场超市 源潭镇棋盘乡

70 潜山市 后冲江大寨超市 官庄镇后冲乡

71 潜山市 源潭涂方明超市 源潭镇源岳路

72 潜山市 塔畈江南焰超市 黄柏镇塔畈乡

73 潜山市 王河巧云批发部 王河镇王河街

74 潜山市 水吼诗祥批发部 水吼镇水吼街

75 太湖县 盐业公司批发部 太湖县老城北正街185号

76 太湖县 新城世纪华联超市 太湖县新城建设路9号

77 太湖县 新城好又多超市 太湖县新城晋湖路202号

78 太湖县 新城百家乐超市 太湖县新城长河路

79 太湖县 老城世纪华联超市 太湖县老城猴子井

80 太湖县 北中莲花商贸 太湖县北中镇北中街

81 太湖县 弥陀华联超市 太湖县弥陀镇弥陀街

82 太湖县 百里金峰超市 太湖县百里镇百里街

83 太湖县 牛镇第一超市 太湖县牛镇禅源村

84 太湖县 小池华幸超市 太湖县小池国道街



85 太湖县 花园百家乐超市 太湖县新仓镇农贸市场

86 太湖县 徐桥第一菜场 太湖县徐桥镇徐桥街

87 怀宁县 县盐业公司 怀宁县高河镇新安路369号

88 怀宁县 大润发时代购物广场 怀宁县石牌镇新建路58号

89 怀宁县 盐业超市 怀宁县石牌镇建设路1号

90 怀宁县 红霞超市 怀宁县腊树镇街道

91 怀宁县 小梅超市 怀宁县雷埠乡街道

92 怀宁县 鲜万家超市 怀宁县清河乡

93 怀宁县 石牌佬超市 怀宁县洪铺镇

94 怀宁县 小陈商贸 怀宁县茶岭镇

95 怀宁县 龙凤商行 怀宁县月山镇

96 怀宁县 物联美超市 怀宁县月山镇

97 怀宁县 永丰超市 连锁

98 怀宁县 金桥超市 怀宁县马庙镇

99 岳西县 好又多超市 天堂镇

100 岳西县 华联超市 天堂镇

101 岳西县 云天超市 天堂镇

102 岳西县 振岳四店 天堂镇

103 岳西县 城关大药房 天堂镇

104 岳西县 盐业公司仓库 天堂镇

105 岳西县 新天地超市 溪河镇

106 岳西县 徽盐连锁袁华店 店前镇

107 岳西县 志华商贸 白帽镇

108 岳西县 斗水村红佳超市 中关镇

109 岳西县 莲云乡振岳超市 莲云乡

110 岳西县 小方超市 毛尖山乡

111 岳西县 文兰经营部 菖蒲镇

112 岳西县 茅山村卫民商超 五河镇

113 岳西县 响肠镇振岳连锁 响肠镇



114 岳西县 石关街天天惠超市 石关乡

115 岳西县 来榜街文波超市 来榜镇

116 岳西县 头陀街和兵商贸 头陀镇

117 岳西县 温泉街和枝超市 温泉镇

118 岳西县 和平街红霞超市 和平乡

119 岳西县 青天街天瑞超市 青天乡

120 岳西县 包家街祥胜百货 包家乡

121 岳西县 姚河街悦购超市 姚河乡

122 岳西县 王小桃经营部 巍岭乡

123 岳西县 黄尾街天瑞超市 黄尾镇

124 岳西县 主簿镇天天惠超市 主簿镇

125 望江县 凉泉大乐购超市 凉泉乡

126 望江县 长岭联商超市 长岭镇

127 望江县 古炉方氏超市 古炉街

128 望江县 高士天润发超市 高士镇

129 望江县 高士大乐购 高士镇

130 望江县 世纪华联超市 东洲路

131 望江县 好又多超市 东洲路

132 望江县 新南方超市 三号路

133 望江县 老舒茶叶行 一号路

134 望江县 九城人和超市 九城

135 望江县 雷港167超市 雷港

136 望江县 太慈华联超市 太慈

137 望江县 雷港华联超市 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