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淮南市 亿祥超市 四号路

2 淮南市 友谊超市 田东东风

3 淮南市 好又多生活超市 田东东风

4 淮南市 好又多超市 田东四号路

5 淮南市 中发超市 电建路田电旁边

6 淮南市 乐超市 电建路

7 淮南市 乐城超市 电建路

8 淮南市 鑫润褔生活超市 田区

9 淮南市 贝宁配送 田大路小圩子

10 淮南市 百润发生活购物广场 人民北路

11 淮南市 芽鲜生生活超市 月伴湾

12 淮南市 淮尚超市一店 月伴湾

13 淮南市 淮尚超市二店 月伴湾

14 淮南市 大润发 国庆路

15 淮南市 老陈批发部 淮河路

16 淮南市 乐购超市 三中

17 淮南市 兴化超市 淮南市淮化生活区

18 淮南市 久旺隆生活超市 淮南市淮化生活区

19 淮南市 华声苑益益超市 华声苑

20 淮南市 裕之康平价超市 天桥小区

21 淮南市 裕康超市 天桥小区

22 淮南市 佳美超市 洞山-市委

23 淮南市 合家福黎明店 洞山-市委

24 淮南市 好吉便利店 洞山-市委

25 淮南市 久旺隆 洞山-市委

26 淮南市 兴缘中(原中兴超市) 洞山-市委



27 淮南市 芙蓉兴盛超市市委店 洞山-市委

28 淮南市 来往超市 九十七-四季城

29 淮南市 动龙日杂 九十七-四季城

30 淮南市 舜元超市 九十七-四季城

31 淮南市 客为上便利店 九十七-四季城

32 淮南市 泉山百润发 九十七-四季城

33 淮南市 家宜家南岭店 九十七-四季城

34 淮南市 芙蓉兴盛四季城店 九十七-四季城

35 淮南市 淮昌购物中心连锁 九十七-四季城

36 淮南市 源曼全心超市 南山村

37 淮南市 徐鹏商店 96街

38 淮南市 春素便利店 96小区

39 淮南市 瑞友超市 天桥小区

40 淮南市 金辉商行 天桥小区

41 淮南市 诗旭超市 兰亭小区

42 淮南市 芙蓉兴盛超市兰亭店 兰亭小区

43 淮南市 吴氏商店 96

44 淮南市 均匀美妆超市 洞山

45 淮南市 南苑小区恒铭超市 南苑小区

46 淮南市 岳家超市 四季城

47 淮南市 97洞泉批发超市 97处

48 淮南市 汇景超市 公安小区

49 淮南市 华联商厦东苑店 东苑小区

50 淮南市 智筑生鲜超市 上品印象

51 淮南市 汇祥烟酒 公安局小街

52 淮南市 金王超市 龙湖菜场

53 淮南市 百惠超市 园南路

54 淮南市 姚湾张登明 姚湾

55 淮南市 心相印超市 前锋



56 淮南市 前锋好又多超市 前锋

57 淮南市 益益超市 华声苑

58 淮南市 美誉全购物中心 二玻厂

59 淮南市 金盛隆超市 淮舜南路222号

60 淮南市 龙记生活生鲜超市 金地A区

61 淮南市 一点便利店 国庆街道淮舜南路

62 淮南市
百润发生活超市（晨鑫连锁

店）
罗马广场

63 淮南市 懒猫智能便利店 舜耕镇

64 淮南市 盛梅生活超市 半山观邸小区

65 淮南市 天惠超市 朝阳帝堡

66 淮南市 乐元超市 朝阳雅苑对面

67 淮南市 荣艳干鲜百货 王郢菜市

68 淮南市 袁庄好又多 潘集袁庄

69 淮南市 红府超市 潘集碧海

70 淮南市 好又多超市 潘集王圩

71 淮南市 华联商厦 潘集芦集

72 淮南市 天成批发部 潘集黄山路

73 淮南市 潘集金格 潘集黄山路

74 淮南市 苏正春超市 潘集苏涂

75 淮南市 康涛批发部 北城市场

76 淮南市 华联井国超市 潘集贺疃

77 淮南市 孔德友超市 高皇街内

78 淮南市 勋路商店 高皇

79 淮南市 天润苏果 高皇菜市场东

80 淮南市 治利超市 泥河潘二矿

81 淮南市 红府超市 夹沟

82 淮南市 万客隆超市 祁集

83 淮南市 天缘超市 祁集黄岗村

84 淮南市 同辉超市 潘集潘一矿



85 淮南市 开喜批发部 潘集潘一矿

86 淮南市 开平名烟名酒 潘集潘一矿

87 淮南市 永康超市 潘集袁庄

88 淮南市 小圣百货 田集街

89 淮南市 胡杨干货店 东风菜市场

90 淮南市 葛氏干鲜 北门口第一家

91 淮南市 百润发 架河

92 淮南市 儒商干货 田集街

93 淮南市 华联 潘集田集

94 淮南市 雪琴百货 龚集

95 淮南市 慧之家超市（大） 九龙岗南门

96 淮南市 信誉超市 九龙岗南门

97 淮南市 蓝天联华超市（大） 九龙岗车站

98 淮南市 郑礼祥干货店 九龙岗菜市

99 淮南市 蒋传刚商店 九龙岗菜市

100 淮南市 世纪华联超市 九龙新村

101 淮南市 联华超市 大通居仁村

102 淮南市 东灵批发部 瀚城一期北门

103 淮南市 上窑世纪华联一店 上窑街

104 淮南市 上窑世纪华联二店 上窑公交站附近

105 淮南市 东来糖酒商店 洛河镇政府旁

106 淮南市 淮建红府超市 洛河电厂对面

107 淮南市 立怀超市 上窑街十字路口东

108 淮南市 磊勇超市 孔店

109 淮南市 洪杰超市 孔店

110 淮南市 亿克隆超市 马场

111 淮南市 李孔圣超市 马场

112 淮南市 大孤堆宜家乐超市 大孤堆

113 淮南市 孙庙蔬果超市 孙庙



114 淮南市 杨公乐辰超市 杨公

115 淮南市 杨公吴新超市 杨公

116 淮南市 曹庵京东华联 曹庵

117 淮南市 曹庵好又多超市 曹庵

118 淮南市 曹庵百润发超市 曹庵

119 淮南市 上海联都 史院

120 淮南市 李嘴孜联华超市 李嘴孜矿门口

121 淮南市 海涛超市 小孤堆

122 淮南市 粉丝批发 八区菜市

123 淮南市 端祥超市 八区

124 淮南市 平山粮油 谢区平山头

125 淮南市 芙蓉超市 八区大瓜地

126 淮南市 世纪华联超市 谢区望峰岗

127 淮南市 惠百客超市 谢区三路车站

128 淮南市 快乐购 八区土坝孜

129 淮南市 步行街超市 谢区

130 淮南市 小雨超市 八区李嘴孜

131 淮南市 谢三村干货 谢家集

132 淮南市 新家园B区小店 谢家集

133 淮南市 阳光商厦 谢家集

134 淮南市 润佳超市 谢家集

135 淮南市 毕家岗粮油 八区

136 淮南市 望峰岗底下超市 谢家集

137 淮南市 蓝天超市 谢家集

138 淮南市 生活超市 谢家集李郢孜

139 淮南市 德顺购物广场 谢家集

140 淮南市 富贵批发部 谢家集

141 淮南市 迪凡超市 八区

142 淮南市 袁凤超市 八区



143 淮南市 加宝超市 八区

144 淮南市 淮昌超市 八区

145 淮南市 美佳超市 谢家集

146 淮南市 孔集菜市小店 八区

147 淮南市 望峰岗菜市干货 谢家集

148 淮南市 华联超市 八区

149 寿县 品尚多超市 城市中心广场

150 寿县 大饭堂 宾阳大厦

151 寿县 爱家超市 金天新城旁边

152 寿县 时代广场超市 十字街口

153 寿县 优家超市 东津花园旁边

154 寿县 全家福超市 寿县一中西

155 寿县 满天星超市 锦天新城

156 寿县 汉城满天星超市 现代汉城旁

157 寿县 同聚祥超市 寿蔡路

158 寿县 大润发超市 寿县附小南

159 寿县 百利超市 通淝路

160 寿县 西湖好又多超市 西门外

161 寿县 欧买盛超市 翰林首府

162 寿县 九龙生活超市 九龙

163 寿县 九龙世纪华联 九龙

164 寿县 堰口原叶超市 堰口

165 寿县 堰口乐购超市 堰口

166 寿县 十字路苏果 十字路

167 寿县 十字路新奥 十字路

168 寿县 老庙集二虎超市 双庙

169 寿县 板桥百润发超市 板桥

170 寿县 板桥世纪华联 板桥

171 寿县 迎河百润发超市 迎河



172 寿县 迎河生鲜超市 迎河

173 寿县 张李百润发 张李

174 寿县 张李红府 张李

175 寿县 双门余承连超市 双门

176 寿县 双门汪金国 双门

177 寿县 建设沈家超市 建设

178 寿县 建设百世快递 建设

179 寿县 正阳百润发超市 正阳

180 寿县 正阳好又多 正阳

181 寿县 丰庄好又多超市 丰庄

182 寿县 丰庄苏果超市 丰庄

183 寿县 涧沟红府超市 涧沟

184 寿县 涧沟生活超市 涧沟

185 寿县 双桥百润发超市 双桥

186 寿县 双桥利群超市 双桥

187 寿县 杨仙好又多超市 杨仙

188 寿县 杨仙红府 杨仙

189 寿县 隐贤好又多 隐贤

190 寿县 隐贤生鲜超市 隐贤

191 寿县 时寺德宏超市 时寺

192 寿县 先兵超市 时寺

193 寿县 炎刘好又多超市 炎刘

194 寿县 刘岗好又多超市 刘岗

195 寿县 大顺绿谷 大顺

196 寿县 保义世纪华联 保义

197 寿县 安丰百润发超市 安丰

198 寿县 上奠好又多 上奠

199 寿县 三觉万家超市 三觉

200 寿县 谢埠全家福 谢埠



201 寿县 小甸好又多超市 小甸

202 寿县 浙丽超市 小甸

203 寿县 炎刘易购 炎刘

204 凤台县 城关镇祥泰商场一部 县城关

205 凤台县 城关镇祥泰商场二部 县城关

206 凤台县 易购体育场店 县城关

207 凤台县 顾桥祥和超市 顾桥

208 凤台县 古店同力超市 古店

209 凤台县 马店紫阁商场 马店

210 凤台县 钱庙淝龙商场 钱庙

211 凤台县 杨春润可隆商场 杨春

212 凤台县 尚塘鑫客隆商场 尚塘

213 凤台县 顾桥万客隆超市 顾桥

214 凤台县 曹集袁同兆平价超市 曹集

215 凤台县 毛集易购超市 毛集

216 凤台县 毛集百润华超市 毛集

217 凤台县 新集郭正山批发部 新集

218 凤台县 张集好又多超市 张集

219 凤台县 张集矿华联超市 张集矿

220 凤台县 庙集家家乐超市 庙集

221 凤台县 丁集民众超市 丁集

222 凤台县 大兴刘辉超市 大兴

223 凤台县 大兴好又多超市 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