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青阳县 华山商贸 木镇菜市场

2 青阳县 丁桥生活超市 丁桥镇街道

3 青阳县 新民超市 乔木镇街道

4 青阳县 梅施超市 杨田镇街道

5 青阳县 陵阳超市 陵阳镇街道

6 青阳县 小魏商贸 陵阳镇菜市场

7 青阳县 晓飞超市 陵阳镇街道

8 青阳县 亿家富超市 陵阳镇街道

9 青阳县 徽民生活超市 庙前镇街道

10 青阳县 丽萍超市 庙前镇街道

11 青阳县 四联超市 杜村乡街道

12 青阳县 乐万家青水湾店 城区九子大道

13 青阳县 乐万家梅园店 城区梅园学府

14 青阳县 孔明生鲜蔬菜店 城区西峰路

15 青阳县 熙园超市 城区熙园

16 青阳县 大润发 城区富阳南路亿达广场

17 青阳县 前沿乐购 城区蓉城南路

18 青阳县 龙山自选 城区龙山花园

19 青阳县 西城商店 城区九华西路县医院南侧

20 青阳县 霞子超市 城区青水湾小区

21 青阳县 赵记干货 城区蓉东市场

22 青阳县 正西超市 城区大润发对面

23 青阳县 根苗烟酒超市 城区九华西路

24 青阳县 晓星超市 城区县法院对面

25 青阳县 定心桥超市 城区定心桥南巷

26 青阳县 明荣超市 城区龙山花园



27 青阳县 中粮超市 城区蓉溪南路85号

28 青阳县 龙山超市 城区县道x029

29 青阳县 汇友超市 城区富阳南路碧桂园一期

1 东至县 飞龙超市 香隅镇街道

2 东至县 长江华联超市 香隅镇街道

3 东至县 世纪华联超市 洋湖镇街道

4 东至县 皖商超市 胜利镇街道

5 东至县 惠康超市2 胜利镇街道

6 东至县 瓦垄购物中心 瓦垄街道

7 东至县 惠康超市 大渡口镇街道

8 东至县 惠康超市2 大渡口镇街道

9 东至县 长江华联 大渡口镇街道

10 东至县 大润发超市 大渡口镇街道

11 东至县 东华东超市 尧渡镇建设路

13 东至县 大家发超市 尧渡镇敬慈路

14 东至县 盐业公司批发部 尧渡镇尧南路8号

15 东至县 东旭购物城 尧渡镇纺织厂对面

16 东至县 东流生活广场 东流镇纺织厂

17 东至县 平价大超市 泥溪镇街道

18 东至县 金和批发部 泥溪镇街道

19 东至县 青云超市 官港镇街道

20 东至县 时代华联超市 昭潭镇街道

21 东至县 惠康超市 昭潭镇街道

22 东至县 佳华兴超市 青山乡街道

23 东至县 东华东超市 龙泉镇街道

24 东至县 恒昌超市 木塔乡木塔街道

25 东至县 金诚超市 花园乡花园村

26 东至县 新林百货超市 张溪镇土桥

1 石台县 东柱商贸	购物广场 仁里镇和平北路11号



2 石台县 东柱商贸	生活广场 仁里镇和平北路

3 石台县 东柱商贸	金橙超市 仁里镇金钱山路

4 石台县 时代超市 仁里镇曙光西路7号

5 石台县 好日子自选超市 丁香镇丁香村

6 石台县 萍丽超市 小河镇小河村

7 石台县 东升商店 小河镇小河村

8 石台县 杨程超市 小河镇莘田村

9 石台县 益海超市 七都镇七都村

10 石台县 东华东超市 七都镇七都村

1 贵池区 殷汇东华东 殷汇镇街道

2 贵池区 天鲜配超市 殷汇镇街道

3 贵池区 金联华超市 牌楼镇街道

4 贵池区 朝东超市 涓桥镇街道

5 贵池区 高坦东华东 高坦镇街道

6 贵池区 董氏商行 梅村镇街道

7 贵池区 新时代超市 牛头山镇街道

8 贵池区 新怡百货 牛头山镇街道

9 贵池区 时代嘉联华 前江工业园

10 贵池区 方鲜生超市 前江工业园

11 贵池区 唐田购物城 唐田镇街道

12 贵池区 唐田红生百货 唐田镇街道

13 贵池区 观山东华东 铜管山

14 贵池区 永丰超市 灌口街道

15 贵池区 滨湖超市迎宾花园五十万店 迎宾花园滨湖超市

16 贵池区 滨湖超市 八中幸福路店 幸福路第八中学

17 贵池区 乐万家超市 迎宾花园乐万家超市

18 贵池区 江口东华东超市 江口街道

19 贵池区 梅陇购物城 梅陇街道

20 贵池区 解放东华东 解放街道



21 贵池区 万家购超市 梅陇街道

22 贵池区 通大超市 铜梓山街道

23 贵池区 乐尚超市 流坡街道

24 贵池区 祥荣超市 马牙街道

25 贵池区 马牙购物城 马牙街道

26 贵池区 墩上购物城 墩上街道

27 贵池区 墩上供销社 墩上街道

28 贵池区 彩虹购物城 观前街道

29 贵池区 茅坦购物城 茅坦街道

30 贵池区 潘桥朱氏商贸 潘桥街道

31 贵池区 棠溪启武超市 棠溪街道

32 贵池区 刘街东华东超市 刘街街道

33 贵池区 乐万家超市十中店 百牙东路

34 贵池区 乐万家超市翠微南苑店 翠微南苑

35 贵池区 乐万家超市港口店 长江北路

36 贵池区 颖彦生疏超市 站前区英伦城邦

37 贵池区 福临门超市2店 石城大道

38 贵池区 盛唐超市昭明店 建设路

39 贵池区 盛唐超市百牙店 百牙路水木清华小区

40 贵池区 盛唐超市凤凰城店 昭明大道凤凰城小区

41 贵池区 盛唐超市流坡店 流坡社区四季花城

42 贵池区 盛唐超市新城明珠店 九华山大道新城明珠

43 贵池区 盛唐超市桂花城店 桂花城

44 贵池区 盛唐超市伊美店 伊美城市首府

45 贵池区 盛唐超市清溪绿城店 清溪绿城

46 贵池区 乐家购物超市青阳路店 青阳路

47 贵池区 乐家购物静安店 静安新城

48 贵池区 乐家购物蓉城路店 蓉城路

49 贵池区 乐家购物豪斯店 秀山门豪斯杏园



50 贵池区 乐加购物齐山店 齐山新村

51 贵池区 华联嘉盛超市（乐辉超市） 齐山大道东榕酒店斜对面

52 贵池区 阳光华联超市碧桂园店 太平路碧桂园南大门对面

53 贵池区 阳光华联超市青峰岭店 长江北路青峰岭

54 贵池区 阳光华联西门桥头店 西门大桥

55 贵池区 洋洋超市浦西店 浦西新城

56 贵池区 洋洋超市长岗店 长岗社区

57 贵池区 洋洋超市静安店 静安新城

58 贵池区 洋洋超市清溪绿城店 清溪绿城

59 贵池区 洋洋超市西门店 杏花西苑

60 贵池区 壹加生鲜超市西一路店 西一路

61 贵池区 邻家生活超市一店 翠微苑

62 贵池区 合家福超市包公井店 南门包公井菜市场

63 贵池区 旺家福超市太阳新城店 太阳新城

64 贵池区 徽盐连锁党校店 南湖路党校对面

65 贵池区 徽盐连锁秀山店 秀山门翠微西路

66 贵池区 徽盐连锁和谐店 长江南路和谐家园

67 贵池区 徽盐连锁香江华庭店 西外环香江华庭

68 贵池区 亮佳生活超市 汇景南苑

69 贵池区 天鲜配生活超市一店 秋浦东路

70 贵池区 天鲜配生活超市二店 和泰新城

71 贵池区 天鲜配生活超市尚客优店 人民路

72 贵池区 满意多超市 和泰星城

73 贵池区 乐尚超市香格里拉店 杜坞路香格里拉小区

74 贵池区 长江华联超市 建设路

75 贵池区 广丰超市 秋浦西路二院对面

76 贵池区 福德隆超市 秋浦西路二院对面

77 贵池区 东方超市香格里拉店 香格里拉小区

78 贵池区 大九华超市 百牙路一院对面



79 贵池区 小华超市 驻驾社区街道

80 贵池区 张凤超市 梅里社区街道

81 贵池区 阮桥东华东超市 阮桥社区街道

82 贵池区 秋江购物城 阮桥社区街道

83 贵池区 晏塘购物城 晏塘社区街道

84 贵池区 晓中生活超市 晏塘社区街道

85 贵池区 木闸东华东超市 木闸社区街道

86 贵池区 乌沙购物城 乌沙社区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