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蚌埠市 蚌埠市盐业有限公司 解放路盐业公司大厅

2 蚌埠市 合家福超市中心店 华盛街57号

3 蚌埠市 合家福超市禹会店 禹会区华光大道与长乐路交叉口

4 蚌埠市 合家福超市购物广场店 朝阳路与红旗一路路口

5 蚌埠市 合家福超市万方店 朝阳路嘉年华对面

6 蚌埠市 华运超市中心店 淮河路1185号

7 蚌埠市 华运超市通成紫都店 淮上区通成紫都小区

8 蚌埠市 华运超市龙湖春天店 龙湖春天CS5栋1层1号

9 蚌埠市 华运超市国际花都店 东海大道与汤和路交叉口

10 蚌埠市 华运超市财大店 宏业路东侧财院路南侧13号

11 蚌埠市 合家福超市华海店 胜利东路1556号

12 蚌埠市 百润发超市 槐花园

13 蚌埠市 58超市 吴小街

14 蚌埠市 福满家超市 李楼

15 蚌埠市 嘉尚超市 龙湖嘉园

16 蚌埠市 易购超市 大学城

17 蚌埠市 伍佰超市 绿地

18 蚌埠市 易购超市 秦集

19 蚌埠市 惠城超市 秦集

20 蚌埠市 伍佰超市 6公里

21 蚌埠市 新一家超市 长淮

22 蚌埠市 每日惠 长淮卫镇

23 蚌埠市 农好生鲜超市 海亮天御

24 蚌埠市 汇万家 恒大御景湾

25 蚌埠市 天猫超市 第一人民医院对面

26 蚌埠市 美佳美超市 米亚菜场



27 蚌埠市 鲜食尚生活超市 光彩南山郦都

28 蚌埠市 永辉超市 兰陵路

29 蚌埠市 天猫小店秀水店 秀水新村

30 蚌埠市 淮海超市 长乐路

31 蚌埠市 掌合便利坦院店 坦克学院对面

32 蚌埠市 掌合便利燕山店 燕山嘉园

33 蚌埠市 乐物超市 香榭兰庭

34 蚌埠市 新淮百大超市 新淮菜场

35 蚌埠市 龙胜超市 治淮路

36 蚌埠市 珠城名烟酒 解放3路

37 蚌埠市 华联超市长淮店 长淮路

38 蚌埠市 乐物超市 香榭兰亭

39 蚌埠市 新儒佳 工农路

40 蚌埠市 365超市 蓝天城

41 蚌埠市 金汇国际 金汇国际

42 蚌埠市 99便利 新新尚层

43 蚌埠市 汇百乐便利 水游城

44 蚌埠市 乐易买超市 新天地菜场

45 蚌埠市 优品生鲜 如意家园

46 蚌埠市 银河生鲜 银河大厦

47 蚌埠市 优品生鲜大舞台店 安德菜场

48 蚌埠市 多益惠生鲜 和煦幸福城

49 蚌埠市 丈母娘生鲜 自建村

50 蚌埠市 珠城名烟名酒 龙湖一品

51 蚌埠市 兴和超市 喜盈门

52 蚌埠市 嘉尚超市 龙湖嘉园

53 怀远县 姚法水批发部 梅桥镇街道北

54 怀远县 杨楼超市 梅桥镇杨楼

55 怀远县 韦家百货超市 梅桥镇杨楼



56 怀远县 张保甫超市 梅桥镇街胡口

57 怀远县 家佳乐超市 梅桥镇街胡口

58 怀远县 好又多超市 榴城镇杨郢

59 怀远县 永群超市 榴城镇杨郢

60 怀远县 杨传荣超市 榴城镇杨郢

61 怀远县 佳惠超市 榴城镇杨郢

62 怀远县 灵敏超市 榴城镇曹河

63 怀远县 曹河超市 榴城镇曹河

64 怀远县 好又多超市 榴城镇五岔

65 怀远县 顺旺超市 工业园区华海

66 怀远县 七二九超市 工业园区华海

67 怀远县 百佳超市 工业园区邵圩

68 怀远县 前缘超市 工业园区邵圩

69 怀远县 大德福超市 工业园区邵圩

70 怀远县 老张百货店 邵圩村

71 怀远县 华连超市 杨郢村

72 怀远县 大润发店 荆山文化广场

73 怀远县 怀远联华店中心店 禹王路

74 怀远县 怀远联华店渦北店 荆涂路

75 怀远县 怀远联华店育人店 遇春路

76 怀远县 淮商中心店 禹王路

77 怀远县 淮商泰古店 禹王路西段

78 怀远县 淮商广场店 健康路

79 怀远县 淮商二中店 禹王路西段

80 怀远县 怀远华运静心店 启王路与学苑路交叉路口

81 怀远县 淮海超市 石榴街

82 怀远县 邹建商店 找母桥

83 怀远县 汇龙超市 找母桥

84 怀远县 万润发 常坟



85 怀远县 华盛烟酒店 常坟

86 怀远县 常好玉超市 常坟

87 怀远县 百乐购超市 常坟

88 怀远县 旺旺超市 常坟

89 怀远县 福园批发部 常坟

90 怀远县 好又多批发部 常坟

91 怀远县 易建耀批发部 常坟

92 怀远县 连喜超市 常坟

93 怀远县 常耀中超市 常坟

94 怀远县 常德领批发部 常坟

95 怀远县 咪咪超市 常坟

96 怀远县 淮海超市 常坟

97 怀远县 常远干鲜店 常坟农贸市场

98 怀远县 依凡批发部 常坟农贸市场

99 怀远县 常越忠干鲜店 常坟农贸市场

100 怀远县 王金利干鲜店 常坟农贸市场

101 怀远县 常权德干货摊 常坟农贸市场

102 怀远县 海天干鲜批发部 常坟农贸市场

103 怀远县 田田干鲜店 常坟农贸市场

104 怀远县 尚元永超市 徐圩

105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徐圩

106 怀远县 华联超市 徐圩

107 怀远县 乐福超市购物 徐圩

108 怀远县 徐连星超市 徐圩

109 怀远县 邵亮烟酒批发部 农场

110 怀远县 刘贺前批发部 农场

111 怀远县 杨怀友干鲜批发部 农场

112 怀远县 耿怀芹磨油 农场

113 怀远县 华隆超市 农场



114 怀远县 振兴商行 农场

115 怀远县 龙强批发部 农场

116 怀远县 恒珍小磨香油调味 农场

117 怀远县 陈文社批发部 农场

118 怀远县 大刚冷冻干鲜批发部 农场

119 怀远县 家家福超市 农场

120 怀远县 刘彦军粮油店 农场

121 怀远县 邵超批发部 农场

122 怀远县 毛毛名烟名酒批发部 农场

123 怀远县 袁老五干鲜店 农场

124 怀远县 老何干鲜 农场

125 怀远县 老王干鲜 农场

126 怀远县 潘保成干鲜 农场

127 怀远县 诚信干鲜店 农场

128 怀远县 乐乐干鲜批发 农场

129 怀远县 万家福龙翔店 农场

130 怀远县 万家福水街店 农场

131 怀远县 万家福二店 农场

132 怀远县 万家福中心店 农场

133 怀远县 万家福项桥店 农场

134 怀远县 万家福河北店 农场

135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农场

136 怀远县 小球冷库 农场

137 怀远县 王云干鲜店 农场

138 怀远县 春林批发部 龙亢

139 怀远县 汤贯杰粮油 龙亢

140 怀远县 好又多批发部 龙亢

141 怀远县 世纪华联 龙亢

142 怀远县 华运超市 龙亢



143 怀远县 戴瑞军批发部 龙亢

144 怀远县 罗玉明干鲜批发 龙亢

145 怀远县 梁氏超市 龙亢

146 怀远县 老张干货批发 龙亢

147 怀远县 王磊干货批发 龙亢

148 怀远县 温建军批发部 龙亢

149 怀远县 刘喜烟酒店 龙亢

150 怀远县 熙溪烟酒店 龙亢

151 怀远县 邵志峰名烟名酒 龙亢

152 怀远县 龙海宣酒直销处 龙亢

153 怀远县 王洪芝批发部 龙亢

154 怀远县 陈华超市 龙亢

155 怀远县 汤如跃干鲜 龙亢

156 怀远县 王彬烟酒干鲜批发部 龙亢

157 怀远县 宏成干鲜烟酒商行 龙亢

158 怀远县 尚继鹏烟酒批发部 龙亢

159 怀远县 汤文学烟酒店 龙亢

160 怀远县 春意粮油百货 双沟

161 怀远县 李兵烟酒批发部 双沟

162 怀远县 宋雪梅烟酒粮油批发部 双沟

163 怀远县 时代联华超市 双沟

164 怀远县 巨福源名烟名酒超市 双沟

165 怀远县 淮商超市 双沟

166 怀远县 小敏批发部 双沟

167 怀远县 小芳超市 双沟

168 怀远县 盛伟批发超市 双沟

169 怀远县 蒋成权烟酒批发 双沟

170 怀远县 万红烟酒平价店 双沟

171 怀远县 许佩志干鲜店 双沟



172 怀远县 巨孝珍烟酒店 双沟

173 怀远县 实惠多批发超市 双沟

174 怀远县 陈义烟酒批发部 双沟

175 怀远县 百汇超市 双沟

176 怀远县 李伟百货店 双沟

177 怀远县 便民烟酒店 双沟

178 怀远县 二路烟酒商行 三岔路

179 怀远县 实惠多超市 三岔路

180 怀远县 天天发批发超市 三岔路

181 怀远县 邮乐购华陆超市 三岔路

182 怀远县 惠联惠超市 三岔路

183 怀远县 李家商行 三岔路

184 怀远县 百货批发超市 三岔路

185 怀远县 百货批发 三岔路

186 怀远县 旭谷阳光购物中心 三岔路

187 怀远县 河咀邓家春超市 岭集

188 怀远县 刘瑞批发部 岭集

189 怀远县 好乐佳超市 岭集

190 怀远县 新纪元超市 岭集

191 怀远县 华运购物广场 岭集

192 怀远县 百大超市 岭集

193 怀远县 陈庄大酒店 岭集陈庄

194 怀远县 南海金龙超市 岭集南海

195 怀远县 永祥商行 岭集

196 怀远县 岭集超市 岭集

197 怀远县 青山超市 岭集

198 怀远县 岭集华联超市 岭集

199 怀远县 淮商超市 岭集

200 怀远县 陶利干鲜店 褚集



201 怀远县 陶延胜百货店 褚集

202 怀远县 惠百姓购物中心 褚集

203 怀远县 付良百货店 褚集

204 怀远县 褚尤中烟酒批发部 褚集

205 怀远县 赵小五百货批发 褚集

206 怀远县 张其凤百货店 褚集

207 怀远县 赵金民批发部 褚集

208 怀远县 永康购物广场 褚集

209 怀远县 万家福超市 褚集

210 怀远县 陶广龙超市 褚集顺河村

211 怀远县 华联超市（148） 褚集顺河村

212 怀远县 司尔特化肥配送销售服务站 褚集顺河村

213 怀远县 清云超市站 池庙

214 怀远县 华联超市 池庙

215 怀远县 华运超市（池庙店） 池庙

216 怀远县 华运超市 池庙

217 怀远县 池庙加油站便民超市 池庙

218 怀远县 家全超市 包集

219 怀远县 长营百货店 包集

220 怀远县 百依百顺 包集

221 怀远县 怀远华运超市 包集

222 怀远县 徐娟超市 包集

223 怀远县 汇龙超市 包集

224 怀远县 真诚粮油批发 包集

225 怀远县 平价粮油超市 包集

226 怀远县 华联超市 包集

227 怀远县 王小兵惠直购干鲜 包集

228 怀远县 合家福 包集

229 怀远县 华联超市 包集



230 怀远县 连云超市 包集

231 怀远县 崔侠烟酒 包集

232 怀远县 天天福名烟名酒店 包集

233 怀远县 汇龙超市 包集

234 怀远县 大润发 包集

235 怀远县 蒋芳超市 包集

236 怀远县 安全干鲜 包集

237 怀远县 华美百货站 包集

238 怀远县 中华名酒商行 包集

239 怀远县 便利超市 包集

240 怀远县 名烟名酒 包集

241 怀远县 宏图超市 包集

242 怀远县 明芳商店 包集镇王圩村

243 怀远县 明芳超市 包集镇王圩村

244 怀远县 好运来超市 包集镇王圩村

245 怀远县 张友学批发站 包集镇王圩村

246 怀远县 百佳超市站 包集镇王圩村

247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包集镇包集村

248 怀远县 火庙批发站 包集镇火庙

249 怀远县 好又多购物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0 怀远县 华联超市（239） 包集镇火庙

251 怀远县 小芳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2 怀远县 利民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3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4 怀远县 好又多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5 怀远县 王云龙批发部 包集镇火庙

256 怀远县 高家酒楼 包集镇火庙

257 怀远县 汇龙超市 包集镇火庙

258 怀远县 华运购物广场 包集镇火庙



259 怀远县 淮商超市 包集镇火庙

260 怀远县 大艳超市 洄沟

261 怀远县 华运超市 陶圩

262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古城

263 怀远县 上街商城 古城村

264 怀远县 老古城西头超市 古城村

265 怀远县 百大超市 古城村

266 怀远县 赵明百货批发超市 古城村

267 怀远县 华运超市 古城村

268 怀远县 粮油店 古城村

269 怀远县 物廉美 古城张八郢

270 怀远县 刘桥超市 古城刘桥村

271 怀远县 粮油百货 古城刘桥村

272 怀远县 百货烟酒批发 双桥

273 怀远县 宏业糖酒商行 双桥

274 怀远县 源泉超市 双桥

275 怀远县 干鲜百货 双桥

276 怀远县 张六调味食品 双桥

277 怀远县 华运购物广场 双桥

278 怀远县 陈付朝批发部 双桥

279 怀远县 中旺批发部 双桥

280 怀远县 魏静干鲜百货批发部 双桥

281 怀远县 黄敬辉烟酒百货批发部 双桥

282 怀远县 诚信超市 双桥

283 怀远县 钱乐友批发部 双桥

284 怀远县 喜惠源名烟名酒 双桥

285 怀远县 闸西超市站 双桥

286 怀远县 汇龙超市 双桥

287 怀远县 双桥乐购 双桥



288 怀远县 张勇名烟名酒超市 双桥

289 怀远县 供销超市 双桥

290 怀远县 张波名烟名酒超市商行 双桥

291 怀远县 付小文批发部 双桥

292 怀远县 百大超市 双桥

293 怀远县 小娄批发部 双桥

294 怀远县 王修荣批发部 赵集

295 怀远县 小磊百货批发 陈集

296 怀远县 小李百货 陈集

297 怀远县 淮商超市 陈集

298 怀远县 崔北和冷饮批发 陈集

299 怀远县 便民超市 陈集大沟村

300 怀远县 新农村超市站 陈集瓦一

301 固镇县 固镇县盐业公司 城关镇奋进路

302 固镇县 趙泰和堂连锁药房 城关镇浍河路

303 固镇县 同祥超市 城关镇黄元南路

304 固镇县 大润发玛特 城关镇

305 固镇县 天润多超市 城关镇浍河路

306 固镇县 金润万家购物广场 城关镇浍河路

307 固镇县 茂林超市 城关镇黄元南路

308 固镇县 爱家超市 城关镇谷阳路

309 固镇县 胜发超市 城关镇谷阳路

310 固镇县 兴凯超市 杨庙乡

311 固镇县 华联超市 杨庙乡

312 固镇县 佰大超市 杨庙乡

313 固镇县 何集华联超市 杨庙乡

314 固镇县 友谊超市 杨庙乡黄庄大桥

315 固镇县 福瑞超市 曹老集镇

316 固镇县 华运超市 曹老集镇



317 固镇县 华联超市 王庄镇

318 固镇县 华运超市 西刘集镇

319 固镇县 美惠多超市 任桥镇

320 固镇县 上海一佳 任桥镇

321 固镇县 王小飞超市 仲兴乡

322 固镇县 润德超市 仲兴乡

323 固镇县 群鑫超市 濠城镇

324 固镇县 亿家超市 濠城镇

325 固镇县 华联超市 磨盘张乡

326 固镇县 阳光超市 连城镇

327 固镇县 垂钓农家 濠城镇李甘村

328 固镇县 马庄商店 濠城镇马田村

329 固镇县 新农村超市 濠城镇刘祠村

330 固镇县 金润万家 濠城镇华巷村

331 固镇县 建立超市 濠城镇丁楼村

332 固镇县 阳光超市 湖沟镇兰石村

333 固镇县 黄静超市 湖沟镇育才居委会

334 固镇县 崔单超市 湖沟镇路庙村

335 固镇县 综合超市 湖沟镇大桥村

336 固镇县 金润万家超市 湖沟镇瓦町居委会

337 固镇县 彤彤超市 湖沟镇东乡居委会

338 固镇县 福乐超市 新马桥镇路东居委会

339 固镇县 菜点超市 新马桥镇街道居委会

340 固镇县 菁华超市 新马桥镇美辰村

341 固镇县 永刚超市 新马桥镇水利村

342 固镇县 佰大超市 杨庙乡安集村

343 固镇县 便利小店 杨庙乡严湾村

344 固镇县 超市站 杨庙乡任湖村

345 固镇县 乡村超市 仲兴乡封寺村



346 固镇县 张华批发部 仲兴乡土楼村

347 固镇县 美好乡村超市 仲兴乡耿武村

348 五河县 五河县盐业公司 五河县城关镇国防路88号

349 五河县 福移超市 朱顶镇

350 五河县 健康超市 柳湖

351 五河县 算昌超市 柳湖

352 五河县 陈红梅小店 黄盆村

353 五河县 元芳超市 沟东村

354 五河县 陈卢昌小店 安淮陈台村

355 五河县 单庆英小店 安淮凌欧村

356 五河县 蒋守国超市 安淮村

357 五河县 杜飞百货 红旗大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