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铜陵市义安区 钟鸣壹号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龙泉菜市场

2 铜陵市义安区 顺安佳客多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牡丹城菜市场

3 铜陵市义安区 顺安好优惠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东城家园

4 铜陵市义安区 北京联华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东联农贸市场

5 铜陵市义安区 七0一商场
铜陵市狮子山区七零一铜兴家园5

号楼

6 铜陵市义安区 七0一牡丹 铜陵市义安区七0一街道

7 铜陵市义安区 新桥日国(凤凰山老查) 铜陵市义安区凤凰山街道

8 铜陵市铜官区 狮子山小慧超市 铜陵市狮子山菜市场内

9 铜陵市铜官区 尚客优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一品江山1号楼4号商

铺

10 铜陵市铜官区 京东超市(龙豆鲜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乌木山大道

523.517.511.529号

11 铜陵市铜官区 铜官乐超市 铜陵市铜官大道中段1377号

12 铜陵市铜官区 国瑞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北京路西路206号

13 铜陵市铜官区 大润发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翠湖一路与石城大道

交叉口

14 铜陵市铜官区 金山商场 铜陵市铜官区金山西路

15 铜陵市铜官区 同兴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铜官大道横港港航大

厦

16 铜陵市铜官区 大家好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铜官大道横港滨江花

园



17 铜陵市铜官区 逛逛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天桥菜市场西一楼

18 铜陵市铜官区 爱慧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天桥菜市场西一楼

19 铜陵市铜官区 姐妹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天桥菜市场西一楼

20 铜陵市义安区 九九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荷塘月色西大门

21 铜陵市铜官区 京客隆生鲜超市 铜官区映湖山庄农贸市场一楼

22 铜陵市铜官区 恒大盛世华年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恒大渌洲55栋4号商

业楼

23 铜陵市铜官区 半山美苑美鲜超市 铜陵市郊区铜井路

24 铜陵市铜官区 君乐超市 铜陵市开发区万泰翡翠城

25 铜陵市义安区 佳慧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观湖西苑

26 铜陵市义安区 梧桐树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伯乐花园

27 铜陵市铜官区 吉多利连锁超市 铜陵市开发区恒大渌洲综合楼一楼

28 铜陵市铜官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虹桥嘉园2号楼

29 铜陵市铜官区 苏润连锁超市 铜陵市狮子山农贸市场旁

30 铜陵市铜官区 合家福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长江中路758号

31 铜陵市义安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翠湖三路701号

32 铜陵市铜官区 惠特鲜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东郊菜市场

33 铜陵市义安区 旺客隆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水木清华大门口

34 铜陵市铜官区 金万家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中和园菜市场



35 铜陵市义安区 品乐多连锁超市 铜陵市义安区城北菜市场

36 铜陵市铜官区 苏杭时代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铜庄五区7栋一层网

点

37 铜陵市铜官区 金安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景尚花园大门口5号

网点

38 铜陵市铜官区 众联连锁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义安苑农贸市场

39 铜陵市铜官区 坤盛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山水家园大门口

40 铜陵市铜官区 荣盛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移动大厦对面

41 铜陵市铜官区 飞宇便利店 铜陵市铜官区解放东村39栋1号

42 铜陵市铜官区 爱嘉生鲜超市 铜陵市铜官区龙湖名城592、598号

43 铜陵市义安区 吉多利连锁超市顺安店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东城大道505

号

44 铜陵市义安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钟鸣店 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街道

45 铜陵市义安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狮子山店 铜陵市铜官区狮子山街道

46 铜陵市义安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西湖店
铜官区西湖大道西湖春城19-

23.28-30网点

47 铜陵市铜官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开发区店 铜官区溪潭花园二期门面房

48 铜陵市铜官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淮河大道店 铜陵市铜官区杨家山菜市场旁

49 铜陵市铜官区 百润发连锁超市华府店 淮河大道南段金御华府1号楼一层

50 铜陵市铜官区 合家福连锁超市北斗店 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城商业街

51 铜陵市义安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顺安店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顺安中学旁

52 铜陵市义安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万尚雅苑店 铜陵市义安区湖笠帽山西路2013号



53 铜陵市义安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天润嘉城店 铜陵市义安区湖东路天润嘉城

54 铜陵市铜官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托莱多园店
铜陵市铜官区长江西路与井湖路交

口

55 铜陵市义安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天景庄园店 铜陵市义安区天景庄园

56 铜陵市铜官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翠湖北苑店 铜陵市铜官区翠湖六路翠湖北苑

57 铜陵市铜官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淮河口店 铜陵市铜官区淮河大道中段

58 铜陵市铜官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石城路店 铜陵市铜官区石城大道南段686号

59 铜陵市铜官区 申客隆连锁超市世界花园店
铜陵市铜官区淮河大道南段金牛小

区南山新村

60 铜陵市义安区 惠特鲜连锁超市井湖市场店 铜陵市义安区井湖大市场

61 铜陵市铜官区 惠特鲜连锁超市东村店 铜陵市铜官区凤仪路59号

62 铜陵市铜官区 惠特鲜连锁超市露采店 铜陵市铜官区天府传奇马路对面

63 铜陵市义安区 金万家连锁超市顺安店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牡丹城菜市场

64 铜陵市铜官区 金万家连锁超市露采店 铜陵市铜官区宝山路539号

65 铜陵市铜官区 品乐多连锁超市地下商场店
铜陵市铜官区义安大道南段361号

网点18号

66 铜陵市义安区 苏杭时代连锁超市义安区店 铜陵市义安区水木清华大门口

67 铜陵市铜官区 苏杭时代连锁超市开发区店 铜陵市铜官区翠湖六路

68 铜陵市铜官区 苏杭时代连锁超市铜峰店 铜陵市龙潭新村39栋一层

69 铜陵市铜官区 金安超市连锁超市映湖山庄店
铜陵市铜官区映湖山庄大门口6号

网点

70 铜陵市铜官区 金安超市连锁超市观山名筑店 铜陵市铜官区笔架山路1栋1号门面



71 铜陵市铜官区 金安超市连锁超市铜冠别苑店 铜陵市铜官区老郊区政府

72 铜陵市铜官区 金安超市连锁超市学府名都店 铜官区铜官大道中段203号

73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北京路店
铜陵市铜官区北京路大转盘强生大

楼一楼

74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育林店
铜陵市铜官区育林新村35栋2号网

点

75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湖滨店 铜陵市铜官区湖滨花园16栋一层

76 铜陵市义安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铜陵县店 铜陵市铜官区义安路社保局一楼

77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机厂店 铜陵市铜官区市机厂农贸市场16号

78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新城店 铜陵市铜官区新城花园22栋1层

79 铜陵市铜官区 万花超市连锁超市天桥店 铜陵市铜官区长江西路2841号网点

80 枞阳县枞阳镇 皖蜀春酒坊 枞阳镇长江路353号

81 枞阳县枞阳镇 真香腊味店 枞阳镇湖滨路2-4号

82 枞阳县枞阳镇 象天商行总店 枞阳镇王家亭菜市场旁

83 枞阳县枞阳镇 依宸购物中心 枞阳镇戚矶村

84 枞阳县枞阳镇 永旺超市 枞阳镇连城东路

85 枞阳县枞阳镇 新世界超市 枞阳镇连金山路

86 枞阳县枞阳镇 小唐干货店 枞阳镇和熙菜市场

87 枞阳县枞阳镇 易嘉仁生活超市总店 枞阳镇东方花苑

88 枞阳县枞阳镇 一中大乐购 枞阳镇党校路口



89 枞阳县枞阳镇 新开生活超市 枞阳镇黄羹开发园区

90 枞阳县枞阳镇 欧可生鲜超市 枞阳镇旗山路

91 枞阳县其林镇 小胡超市 其林镇街道

92 枞阳县其林镇 大乐购 其林镇街道

93 枞阳县其林镇 华胜购物中心 其林镇街道

94 枞阳县其林镇 依恋超市 其林镇街道

95 枞阳县其林镇 鑫童超市 其林镇街道

96 枞阳县白柳镇 白柳大乐购 白湖街道

97 枞阳县项铺镇 金三角购物中心 项铺镇街道

98 枞阳县项铺镇 世纪华联 项铺镇街道

99 枞阳县项铺镇 苏皖时代购物中心 项铺镇街道

100 枞阳县会宫镇 正百超市 会宫镇街道

101 枞阳县会宫镇 新河超市 会宫镇街道

102 枞阳县会宫镇 会宫大乐购 会宫镇街道

103 枞阳县义津镇 鑫童超市 义津街道

104 枞阳县义泽镇 义津大乐购 义津街道

105 枞阳县金社镇 鑫福超市 金社镇大牌

106 枞阳县𠙶山镇 胜满批发部 𠙶山镇破罡街道



107 枞阳县官桥镇 官桥大乐购 官桥镇官桥街道

108 枞阳县官桥镇 上城华联 官桥镇官桥街道

109 枞阳县钱桥镇 钱桥大润发 钱桥镇钱桥街道

110 枞阳县钱桥镇 钱桥大乐购 钱桥镇钱桥街道

111 枞阳县钱桥镇 钱桥好又多 钱桥镇钱桥街道

112 枞阳县浮山镇 浮山汇金购物 浮山镇浮山开发区

113 枞阳县浮山镇 浮山金佰超市 浮山镇浮中学旁边

114 枞阳县雨坛镇 雨坛大乐购 雨坛乡街道

115 枞阳县雨坛镇 时代华联超市 雨坛乡街道

116 枞阳县雨坛镇 世经华联超市 雨坛乡街道

117 枞阳县其林镇 汤沟大乐购、大润发 汤沟镇街道

118 枞阳县汤沟镇 宝芝超市 汤沟镇街道

119 枞阳县横埠镇 兄弟商行 横埠镇街道

120 枞阳县横埠镇 好又多超市 横埠镇街道

121 枞阳县横埠镇 爱尚生活超市 横埠镇街道

122 枞阳县横埠镇 百悦购物中心 横埠镇农贸市场楼上

123 铜陵市郊区周潭镇 益盛超市 周潭街道

124 铜陵市郊区陈瑶湖镇 吉多利生活超市 花园街道



125 铜陵市郊区陈瑶湖镇 亿林超市 花园农贸市场

126 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小陈超市 老湾街道

127 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老洲大卖场 老洲镇街道

128 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老洲亿嘉福 老洲镇桥头镇

129 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桥北大卖场 老洲镇桥头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