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滁州市 白云超市 南谯北路710号

2 滁州市 南北码头 南谯北路576号

3 滁州市 龙池超市 龙池小区

4 滁州市 永鲜100超市 清流中路

5 滁州市 西涧好友多 西涧花园店

6 滁州市 兴盛便利 矿山路

7 滁州市 西柚便利 三八巷

8 滁州市 宜购生活超市 三八巷

9 滁州市 王鲜生生活超市 文德桥

10 滁州市 福璟超市 三里亭路

11 滁州市 荣鑫超市 三里亭路

12 滁州市 百惠便利店 紫薇北路

13 滁州市 联合便利店 创业南路

14 滁州市 世纪联盛 阳明北路与新生路交汇处西

15 滁州市 延安百货 乌衣街康泰路

16 滁州市 担子绿一 担子街道

17 滁州市 凯马特超市 龙蟠大道9号

18 滁州市 堂会商店 珠龙菜场

19 滁州市 康乐商店 黄泥街道

20 滁州市 绿一超市 三官街道

21 滁州市 珠龙超市 珠龙街道

22 滁州市 发到家超市 扬子路菱西路交叉口

23 滁州市 大润发超市 丰乐大道475号

24 滁州市 民生生活超市 凤凰西路延伸段

25 滁州市 久成超市 琅琊新区

26 滁州市 永乐辉 琅琊新区



27 滁州市 易嘉福超市 琅琊新区

28 滁州市 兴客隆 南谯北路

29 滁州市 华成易购 银花尚城

30 滁州市 绿康超市 清流中路1086号

31 滁州市 大王大润发 大王

32 滁州市 城郊超市 城郊街道

33 滁州市 有忠批发部 章广街道

34 定远县 定城 定城镇南环路90号

35 定远县 炉桥 炉桥镇迎宾东路49号

36 定远县 藕塘 藕塘镇新大街182号

37 定远县 张桥 张桥镇河畔街05号

38 来安县 白云商厦 新安镇塔山中路

39 来安县 苏果超市 新安镇建阳南路

40 来安县 百润发超市 新安镇城河路

41 来安县 一份利超市 新安镇北大街

42 来安县 云购超市 新安镇永阳东路

43 来安县 杨郢乐惠超市 杨郢乡南大街

44 来安县 施官苏果超市 施官中心街

45 来安县 水口乐慧超市 水口东大街

46 来安县 汊河万德隆超市 岔河劳副市场

47 来安县 汊河好用多超市 汊河碧桂园

48 来安县 三城德林超市 三城东大街

49 来安县 相官苏购超市 相官村中心街

50 来安县 雷官好又多超市 雷官中心西街

51 来安县 独山华联超市 独山中心街

52 来安县 大英苏果超市 大雷路

53 明光市 明光盐业公司 洪武大道与灵迹大道交叉口

54 明光市 大润发超市 池河大道双拥碑北侧

55 明光市 潘村镇百盛超市 潘村工商所西侧



56 明光市 紫阳生活超市 紫阳街道北

57 明光市 女山湖镇苏果超市 女山湖镇新区

58 明光市 涧溪镇好宜家生活超市 涧溪镇汽车站

59 明光市 管店镇好又多购物广场 管店镇东大街18号

60 明光市 张八岭镇好宜购超市 104国道边

61 明光市 自来桥镇来凯购物中心 自来桥镇自强南路5号

62 明光市 自来桥镇吴林购物 自来桥镇自强南路11号

63 明光市 三界镇百姓超市 三界镇中心街中段

64 凤阳县 天润发超市 凤阳县城

65 凤阳县 临淮盐业公司 临淮关镇

66 凤阳县 大庙新百大超市 大庙镇

67 凤阳县 刘府好又多超市 刘府镇

68 凤阳县 红心百润发超市 红心镇

69 凤阳县 总铺广角超市 总铺镇

70 凤阳县 大溪河顺星超市 大溪河镇

71 全椒县 百润发超市 全椒县二郎口镇街道

72 全椒县 永鲜100超市 全椒县十字镇街道

73 全椒县 好又多超市 全椒县武岗镇街道

74 全椒县 麦购超市 全椒县大墅镇街道

75 全椒县 百润发超市 全椒县马厂镇街道

76 全椒县 凯玛特超市 全椒县襄河镇儒林新城尚苑五期

77 全椒县 世纪华联超市 全椒县襄河镇

78 全椒县 顶好超市 全椒县襄河镇大吴路

79 天长市 苏果超市 天长市釜山

80 天长市 苏果超市 天长市杨村

81 天长市 好又多 天长市杨村

82 天长市 佰年亿购 天长市铜城

83 天长市 润云超市 天长市大通

84 天长市 京东超市 天长市大通



85 天长市 润云超市 天长市便益

86 天长市 开玉超市 天长市张铺

87 天长市 利华平价店 天长市平安

88 天长市 平价超市 天长市平安

89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平安

90 天长市 超齐烟酒 天长市汊涧

91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汊涧

92 天长市 网络平价超市 天长市乔田

93 天长市 正东超市 天长市湖滨

94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新河路店

95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仁和路店

96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天佳路店

97 天长市 天旺超市 天长市石梁路店

98 天长市 天旺超市 天长市同心路店

99 天长市 乐汇美 天长市仁和路店

100 天长市 588社区便利店 天长市炳辉路

101 天长市 和润万家 天长市同心路店

102 天长市 好亿家 天长市同心路店

103 天长市 宏达生鲜超市 天长市万寿路

104 天长市 荣华超市 天长市关塘

105 天长市 二陈批发 天长市郑集

106 天长市 喜糖铺子 天长市秦栏

107 天长市 生林超市 天长市秦栏

108 天长市 好又多超市 天长市金集

109 天长市 龙泉超市 天长市渝兴

110 天长市 生鲜超市 天长市石梁

111 天长市 冶山购物 天长市关塘

112 天长市 苏果超市 天长市秦栏

113 天长市 润发超市 天长市新华



114 天长市 李萍超市 天长市万寿

115 天长市 苏果超市 天长市仁和

116 天长市 苏果超市 天长市新街

117 天长市 高天宝批发 天长市于洼

118 天长市 天正超市 天长市郑集

119 天长市 天山超市 天长市卢龙

120 天长市 润云超市 天长市官桥

121 天长市 华联生活超市 天长市长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