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马鞍山市 上海华联超市 花山团结路27号

2 马鞍山市 徽润超市 花山龙里路

3 马鞍山市 大润发 花山区

4 马鞍山市 零点超市 健康路

5 马鞍山市 物美超市 同济菜场

6 马鞍山市 徽鲜生活超市 健康路

7 马鞍山市 南北货超市 汇成上东东门

8 马鞍山市 家家乐超市 汇成上东西门

9 马鞍山市 万兴隆超市 菊园路

10 马鞍山市 黄池食品专卖店 同济菜场内

11 马鞍山市 食惠超市 沙塘路

12 马鞍山市 天使星 金家庄菜场

13 马鞍山市 联华超市 安民菜场

14 马鞍山市 五区双牛王 雨山五区菜场

15 马鞍山市 永鲜超市 绿地恒大影城

16 马鞍山市 申祥超市 春晖菜场

17 马鞍山市 双牛王 鑫福花园

18 马鞍山市 润林超市 金瑞菜场

19 马鞍山市 现代生活超市 军民路菜场

20 马鞍山市 双益超市 葛羊路

21 马鞍山市 惠亿家超市 人民医院东

22 马鞍山市 昌林商贸 花山葛羊西路

23 马鞍山市 春晖商贸 雨山春晖小区

24 马鞍山市 绿康直销 葛羊路

25 马鞍山市 世纪华联 葛羊路

26 马鞍山市 极鱼生鲜 秀山新区



27 马鞍山市 好百佳超市 秀山新区

28 当涂县 乌溪日杂批发部 当涂县乌溪镇

29 当涂县 亭头日杂批发部 当涂县黄池镇

30 当涂县 福兴郑氏批发部 当涂县塘南镇

31 当涂县 双保超市 当涂县塘南镇

32 当涂县 小芒超市 当涂县塘南镇

33 当涂县 刘海超市 当涂县塘南镇

34 当涂县 海萍超市 当涂县大陇镇

35 当涂县 如鸣超市 当涂县大陇镇

36 当涂县 正龙超市 当涂县新博

37 当涂县 大虎超市 当涂县新博

38 当涂县 西陇日杂批发部 当涂县新博

39 当涂县 陶德成店 当涂县新博

40 当涂县 盛源超市 当涂县新市镇

41 当涂县 小陶批发部 当涂县新市镇

42 当涂县 胖子干货 当涂县博望镇

43 当涂县 袁记批发 当涂县博望镇

44 当涂县 晨浩商行 当涂县博望镇

45 当涂县 新大新超市 当涂县博望镇

46 当涂县 红梅超市 当涂县石桥镇

47 当涂县 阳光超市 当涂县亭头镇

48 当涂县 鹏程批发部 当涂县黄池镇

49 当涂县 老百姓超市 当涂县黄池镇

50 当涂县 寿萍超市 当涂县新丰乡

51 当涂县 宏源超市 当涂县薛津镇

52 当涂县 华夏批发部 当涂县丹阳镇

53 当涂县 丹阳菜市场夏 当涂县丹阳镇

54 当涂县 年陡综合商店 当涂县年陡镇

55 当涂县 平飞苏果超市 当涂县湖阳镇



56 当涂县 吉祥超市 当涂县马桥镇

57 当涂县 金菜地加盟店 当涂县护河镇

58 当涂县 老愚人超市 当涂县城关镇

59 含山县 大华利民 富康路180号

60 含山县 苏杭物美超市 海峰路中央花园147-159号

61 含山县 金江天都平价店 天都小区旁

62 含山县 琦飞平价超市 阳光小区东门

63 含山县 宏燕平价超市 阳光小区东门

64 含山县 食惠平价超市 阳光小区北门

65 含山县 汇益客便利店 京都公馆门口

66 含山县 华府超市 书香华府门口

67 含山县 世纪天乐超市 富贵苑小区北门

68 含山县 家德福超市 龙潭中路330号

69 含山县 惠又多超市 龙潭中路201号

70 含山县 晨光便利店 文昌北路68号

71 含山县 石杨华联超市 石杨农贸市场对面

72 含山县 石杨惠又多超市 石杨供销社

73 含山县 乐佳家超市 金宝美食街

74 和县 姥桥苏果超市 姥桥菜场对面

75 和县 姥桥世纪联华超市 姥桥镇新南街339号

76 和县 姥桥华联超市 姥桥中街

77 和县 白桥华联平价超市 集贸南路4号

78 和县 白桥皇玛特超市 集贸南路165号

79 和县 香泉易购超市 晓山路151号

80 和县 国强便利店 张集社区

81 和县 乌江好又多超市 乌江西大街

82 和县 安德利百货 和县历阳中路

83 和县 华润苏果超市 和县历阳中路

84 和县 万客隆超市 和县历阳中路



85 和县 世纪润发超市 团塘路175-201号

86 和县 世纪华联超市 和州路农贸市场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