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六安市金安区 绿篮子纺织店 六安市金安区皋城路万达广场对面

2 六安市金安区 苏果老惠润家 东城路

3 六安市金安区 福星鲜果生六安中学店 沿皖西大道东路B4栋商业102

4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六安吾悦广场店

5 六安市金安区 绿蓝子城投店 六安市金安区七里站城投大厦

6 六安市金安区 绿篮子上东阳光城店
六安市经济开发区皖西大道上东阳光

城

7 六安市金安区 绿篮子金桥店
六安市金安区三里桥金桥花园商贸城

A区

8 六安市金安区 新乐购超市 椿树

9 六安市金安区 苏果新惠润家 皋城路

10 六安市金安区 世纪华联 明月港湾

11 六安市金安区 丁德仓超市 椿树镇

12 六安市金安区 世纪华联 杭淠湾

13 六安市金安区 福润家 柏庄店

14 六安市金安区 福润家 南屏苑

15 六安市金安区 大福源 天悦南湖店

16 六安市金安区 好又多超市 椿树镇



17 六安市金安区 老街超市 木厂镇

18 六安市金安区 马头生活超市 马头镇街道

19 六安市金安区 大众超市 马头镇街道

20 六安市金安区 金旺超市 马头镇街道

21 六安市金安区 任厚才超市 东桥镇

22 六安市金安区 世纪华联 东桥镇

23 六安市金安区 好又多生活超市 东桥镇

24 六安市金安区 佳选生活超市 双桥镇

25 六安市金安区 家家乐超市 木厂镇

26 六安市金安区 新商都 木厂镇

27 六安市金安区 世纪华联 椿树镇

28 六安市金安区 满天星超市 城北寿春路小区

29 六安市金安区 世纪华联 城北寿春路小区

30 六安市金安区 杨兰超市 三十铺罗管

31 六安市金安区 阳光超市 马头慈应寺

32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金商都皖西路店

33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供电公司店

34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金鼎花园店



35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小东门店

36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水岸华庭店

37 六安市金安区 六安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梅山北路店

38 六安市裕安区 中群超市 青山乡芮草洼

39 六安市裕安区 振东商贸 石婆店

40 六安市裕安区 远盛超市 韩摆渡镇

41 六安市裕安区 裕苑超市 城南裕苑新村

42 六安市裕安区 友情超市 石板冲马家庵

43 六安市裕安区 晓红超市 独山镇街道

44 六安市裕安区 晓东商贸 苏埠自予村

45 六安市裕安区 天星超市 城南南河店

46 六安市裕安区 天星超市 城南镇红达店

47 六安市裕安区 世纪华联 苏埠镇

48 六安市裕安区 农心超市 青山乡

49 六安市裕安区 利群超市 青山乡街道

50 六安市裕安区 立祥超市 独山镇

51 六安市裕安区 老五超市 青山乡八字岗村

52 六安市裕安区 可红商贸 马家庵



53 六安市裕安区 惠源超市 苏埠镇

54 六安市裕安区 惠家超市 戚桥

55 六安市裕安区 惠佳生活超市 青山乡街道

56 六安市裕安区 华楼购物中心 独山镇街心

57 六安市裕安区 红府超市 石婆店街道

58 六安市裕安区 好日子超市 分路口镇

59 六安市裕安区 好佳佳超市 石板冲马家庵

60 六安市裕安区 广源超市 石板冲石湖村

61 六安市裕安区 峰林超市 城南

62 六安市裕安区 兴友超市 苏埠万寿村

63 六安市裕安区 承群超市 石板冲马家庵

64 六安市裕安区 苏果超市2店 苏埠镇

65 六安市裕安区 世纪华联 戚桥店

66 六安市裕安区 华景超市 青山士门店

67 六安市裕安区 鲸麦隆超市 城南镇

68 六安市裕安区 圣丰购物 城南镇

69 六安市裕安区 福星鲜果生活超市云路街店 云路街双子星城1012-1016号

70 六安市裕安区 福星鲜果生活超市桃园店 桃园小区23号楼115/117铺



71 六安市裕安区 福星鲜果平安店 响洪甸路170

72 六安市裕安区 格林皖西中学店 万佛路

73 六安市裕安区 格林紫竹林店 紫竹林路375号

74 六安市裕安区 绿篮子天盈店 六安市裕安区解放南路

75 六安市裕安区 绿篮子龙湖山庄店
六安市万佛路与南华路交叉口龙湖山

庄A区13号楼

76 六安市裕安区 绿篮子龙河路店
六安市磨子潭路与龙河路交叉口西

100米

77 六安市裕安区 绿篮子北塔公园店
六安市解放北路星汇苑（北塔公园向

东50米）

78 六安市裕安区 苏果上城国际店 梅山南路

79 六安市裕安区 苏果新华城苏果 东大街

80 六安市裕安区 世纪华联 龙河东路

81 六安市裕安区 绪军超市 东河口南官亭

82 六安市裕安区 百姓超市 东河口南官亭

83 六安市裕安区 美好乡村超市 东河口太平村

84 六安市裕安区 孙先勤超市 东河口镇

85 六安市裕安区 文武超市 东河口镇

86 六安市裕安区 善美百货超市 东河口镇楼顺河店

87 六安市裕安区 朱成超市 东河口镇三旺冲村

88 六安市裕安区 劲松百货 东河口镇顺河店



89 六安市裕安区 世纪联华 东河口镇振兴路11号

90 六安市裕安区 张纯武超市 凤凰台

91 六安市裕安区 好运超市 横塘村乡

92 六安市裕安区 小杨批发部 毛坦厂街道

93 六安市裕安区 小方平价超市 毛坦厂街道

94 六安市裕安区 小周批发超市 毛坦厂街道

95 六安市裕安区 百姓批发超市 毛坦厂王龙苑安置区

96 六安市裕安区 黄云批发部 毛坦厂新六毛路

97 六安市裕安区 老字号批发部 毛坦厂元享路

98 六安市裕安区 胜利批发部 毛坦厂镇

99 六安市裕安区 世纪华联超市 施桥镇

100 六安市裕安区 联华购物（一百） 施桥镇

101 六安市裕安区 永鲜超市 施桥镇

102 六安市裕安区 好邻居超市 双河镇

103 六安市裕安区 联华超市 双河镇新大街

104 六安市裕安区 苏果超市 双河镇新大街

105 六安市裕安区 红福超市 双河镇新大街

106 六安市裕安区 邵行平超市 孙岗三口塘村



107 六安市裕安区 宜惠超市 孙岗镇街农贸市场

108 六安市裕安区 百姓缘超市 张店白塔寺

109 六安市裕安区 苏果超市 张店街道

110 六安市裕安区 万家福平价超市 张店六毛路

111 六安市裕安区 百姓超市 张店镇

112 六安市裕安区 刘德明超市 中店村蕴山路402号

113 六安市裕安区 永贵百货超市 中店红旗街道

114 六安市裕安区 苏桂百货 中店乡仓房村

115 六安市裕安区 家家乐超市 中店乡椿岗村

116 六安市裕安区 倍佳超市 丁集街道

117 六安市裕安区 红苹果超市 丁集街道

118 六安市裕安区 红府超市 丁集街道

119 六安市裕安区 政权百货 丁集镇长青村

120 六安市裕安区 俊杰超市 丁集镇大牛村

121 六安市裕安区 张秀百货 丁集镇大牛村

122 六安市裕安区 赵阳批发部 丁集镇华祖村

123 六安市裕安区 家佳乐连锁超市 丁集镇街道

124 六安市裕安区 志千烟酒批发中心 丁集镇街道



125 六安市裕安区 藏莉烟酒批发部 固镇街道

126 六安市裕安区 万家乐超市 江家店镇街道

127 六安市裕安区 中心批发部 江家店镇街道

128 六安市裕安区 永好连锁松岗超市 罗集乡松岗村

129 六安市裕安区 上海联都超市 顺河镇街道

130 六安市叶集区 正福超市 洪集

131 六安市叶集区 星亮生活超市 洪集

132 六安市叶集区 皖西民族超市 洪集

133 六安市叶集区 嘉联华超市 三元街道

134 六安市叶集区 好又多超市 三元街道

135 六安市叶集区 信誉商贸 姚李街道

136 六安市叶集区 苏果生活超市 姚李街道

137 六安市叶集区 庆丰购物广场 姚李街道

138 六安市叶集区 好又多购物广场 姚李街道

139 六安市叶集区 莲花购物广场 姚李街道

140 六安市叶集区 菜篮子超市 站前路

141 六安市叶集区 菜篮子超市 民强路

142 六安市叶集区 菜篮子超市 观山路



143 六安市叶集区 菜篮子超市 南海路

144 霍山县 品尚多超市
霍山县衡山镇大地花园（诸佛庵东路

30号）

145 霍山县 新元百货一店
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大道（中医院对

面）

146 霍山县 新元百货三店 霍山县衡山镇衡山商场

147 霍山县 新元百货五店 霍山县衡山镇黄芽茶市

148 霍山县 花乐趣超市 霍山县衡山镇黄芽茶市西门

149 霍山县 品尚多超市
霍山县衡山镇嘉利星城（文盛路与西

镇北路交叉口往东南约50米）

150 霍山县 聚贝繁客便利店 霍山县衡山镇首府小区大门西侧

151 霍山县 乐辉超市（鑫港店）
霍山县衡山镇鑫港家园（中国人民银

行对面）

152 霍山县 绿谷超市（嘉利星城店） 霍山县衡山镇嘉利星城B区

153 霍山县 绿谷超市（保安店）
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大道与105国道交

叉口南100米

154 霍山县 乐辉超市（三板桥店）
霍山县衡山镇经济开发区（天地佳苑

东）

155 霍山县 绿谷超市（三板桥店）
霍山县衡山镇经济开发区（凤凰城凤

凰大厦）

156 霍山县 汪奉批发部 霍山县与儿街镇街道

157 霍山县 世堂批发部 霍山县与儿街镇街道

158 霍山县 惠晨超市 霍山县诸佛庵外镇街道

159 霍山县 长宏百货 霍山县上土市镇古佛堂村沿街

160 霍山县 阳光超市 霍山县漫水河镇街道



161 霍山县 胡玲超市 霍山县大化坪镇街道

162 舒城县 舒城大药房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梅河路170号

163 舒城县 宣莲城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梅河东路

164 舒城县 相约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相约河畔路口

165 舒城县 盐源烟酒 舒城县城关镇春秋路

166 舒城县 经氏粉丝 舒城县城关镇飞霞市场

167 舒城县 百姓乐购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花桥路

168 舒城县 海客多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久富广场

169 舒城县 小吴调味 舒城县城关镇飞霞市场

170 舒城县 三加一超市 舒城县城关镇文丰大楼

171 舒城县 雅居超市 舒城县龙晴雅居小区

172 舒城县 学府超市 舒城县舒城中学

173 舒城县 小束调味 舒城县城关镇飞霞市场

174 舒城县 南门超市 舒城县中大商城

175 舒城县 彦军超市 舒城县龙舒花园小区北大门

176 舒城县 大润发超市 舒城县港汇广场

177 舒城县 文明超市 舒城县龙舒花园小区

178 舒城县 谈勇超市 舒城县西塘街道



179 舒城县 立杰超市 舒城县柏林街道

180 舒城县 江宝超市 舒城县三拐村

181 舒城县 惠万家超市 舒城县曹家河街道

182 舒城县 大乐发超市 舒城县杭埠镇街道

183 舒城县 学山超市 舒城县千人桥镇街道

184 舒城县 何其红超市 舒城县千人桥镇

185 舒城县 青松购物超市 舒城县南港镇街道

186 舒城县 大乐购超市 舒城县万佛湖镇街道

187 舒城县 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万佛湖镇

188 舒城县 万佛湖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万佛湖镇街道

189 舒城县 佳家乐超市 舒城县干汊河街道

190 舒城县 毛毛雨超市 舒城县干汊河镇

191 舒城县 周瑜超市 舒城县干汊河镇

192 舒城县 中田超市 舒城县阙店乡街道

193 舒城县 百姓欢乐购超市 舒城县阙店乡街道

194 舒城县 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张母桥镇街道

195 舒城县 纯银百货超市 舒城县张母桥镇街道

196 舒城县 九州抄书 舒城县山七镇街道



197 舒城县 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山七镇街道

198 舒城县 无假货超市 舒城县五显镇

199 舒城县 客多超市 舒城县五显镇

200 舒城县 朱锐超市 舒城县五桥街道

201 舒城县 张炉红超市 舒城县晓天镇街道

202 舒城县 河棚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河棚镇街道

203 舒城县 夏海云超市 舒城县河棚镇

204 舒城县 克准超市 舒城县河棚镇

205 舒城县 远安抄书 舒城县河棚镇街道

206 舒城县 好又多超市 舒城县河棚镇

207 舒城县 世纪华联超市 舒城县汤池镇

208 舒城县 黄小平超市 舒城县汤池玉河

209 舒城县 老鲍超市 舒城县汤池玉河

210 舒城县 昌发超市 舒城县汤池镇

211 霍邱县 家乐购超市 临淮岗乡

212 霍邱县 家之都超市 城关镇

213 霍邱县 生活之都超市 城关镇

214 霍邱县 天星超市 城关镇



215 金寨县 姐妹商店 梅山镇金江大道

216 金寨县 双河批发部 双河镇街道

217 金寨县 柳林超市 南溪镇街道

218 金寨县 张英兰批发购物超市 斑竹园镇街道

219 金寨县 王佑发批发部 天堂寨镇街道

220 金寨县 老刘批发部 燕子河镇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