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县区 网点名称 详细地址

1 宣城市 雨洁超市 宝城路管委会

2 宣城市 小汪超市 桂花苑

3 宣城市 和府超市 桂花苑

4 宣城市 希达祥子超市 希达

5 宣城市 新星超市 开达

6 宣城市 宣督府超市 莲花塘

7 宣城市 草凤岭超市 开达

8 宣城市 真棒超市 莲花塘

9 宣城市 宣宜家超市 滨江花园

10 宣城市 敬亭客 鄂城花园

11 宣城市 博乐超市 鄂城花园

12 宣城市 小葛超市 丽都文华

13 宣城市 四季超市 香溢梅溪

14 宣城市 兄弟批发超市 柏庄

15 宣城市 柏庄超市 柏庄

16 宣城市 尚好超市 柏庄

17 宣城市 凡品超市 柏庄

18 宣城市 飞骏超市 向阳

19 宣城市 高山茶超市 贝林

20 宣城市 俊华超市 阳德

21 宣城市 俊华贝林店 贝林

22 宣城市 金鑫超市 贝林

23 宣城市 白云超市 贝林

24 宣城市 明记超市 贝林

25 宣城市 明镜湖菜场2 明镜湖

26 宣城市 宏梅超市 上东郡



27 宣城市 东方超市 东方燕园

28 宣城市 代红超市 东方燕园

29 宣城市 启航超市 国鑫

30 宣城市 城东超市 国鑫

31 宣城市 新星超市 国鑫

32 宣城市 鸿达超市 城东新村

33 宣城市 小陈干鲜货 花屋新村

34 宣城市 明慧超市 碧桂园

35 宣城市 林飞超市 碧桂园

36 宣城市 宇恒超市 碧桂园

37 宣城市 盛都超市 西林

38 宣城市 聚业超市 西林

39 宣城市 和胜超市 敬亭苑

40 宣城市 财富超市 开元

41 宣城市 宜宣家超市 开元

42 宣城市 易百客超市 大唐凤凰城

43 宣城市 汇达超市 丹桂园

44 宣城市 新萍超市 鳌峰

45 宣城市 金常来超市 香江金郡

46 宣城市 伊一精品生活 思佳花园

47 宣城市 山南便利店 广教寺路

48 宣城市 牛牛便利店 江南书院

49 宣城市 美嘉福生鲜 江南书院

50 宣城市 石板桥超市 佳乐巷

51 宣城市 富山诗苑超市 水阳江大道

52 宣城市 新星超市 水阳江大道

53 宣城市 四季超市 香溢梅溪

54 宣城市 心悦超市 金瑞中心城

55 宣城市 艾瑞特便利 金瑞中心城



56 宣城市 建军超市 银桥湾

57 宣城市 友清超市 银桥湾

58 宣城市 得利便利店 银桥湾

59 宣城市 缘韵批发 希达小区东

60 宣城市 好帮五超市 希达小区东

61 宣城市 盛达日化批发 希达小区内

62 宣城市 万家惠超市 盛世御景

63 宣城市 乐升超市 敬亭苑

64 宣城市 天猫超市 敬亭苑

65 宣城市 玉凤干货 银城菜场

66 宣城市 达观楼 银城菜场旁

67 宣城市 水阳江超市 敬亭苑

68 宣城市 永乐超市 敬亭路思佳花园

69 宣城市 佳苑超市 敬亭路思佳花园

70 宣城市 百乐平价超市 敬亭苑

71 宣城市 放心粮油 敬亭苑

72 宣城市 胖子超市 西林菜场旁

73 宣城市 小徐超市 凉亭菜场

74 宣城市 南北干货 凉亭菜场内

75 宣城市 小王超市 凉亭菜场内

76 宣城市 旺豪超市 大唐御苑

77 宣城市 老北门 大唐御苑门口

78 宣城市 强华超市 大唐御苑门口

79 宣城市 凯文超市 锦绣华府

80 宣城市 诗客便利店 锦绣华府

81 宣城市 通和超市 通和小区门口

82 宣城市 龙俊超市 祥生路宛陵湖小区

83 宣城市 盛北超市 盛宇湖畔

84 宣城市 宣城百大台客隆超市 宣城市创业路



85 宣城市 优麦隆超市 宣城市佟公路四季花城

86 宣城市 优麦隆大唐店 大唐凤凰城

87 宣城市 优麦隆锦绣店 锦绣华府

88 宣城市 优麦隆中山店 中山后路2号

89 宣城市 优麦隆贝林店 贝林

90 宣城市 优麦隆中锐店 中锐

91 宣城市 优麦隆盛宇湖畔店 盛宇湖畔

92 宣城市 优麦隆圣联锦城店 圣联锦城

93 宣城市 台客隆府山广场店 府山

94 宣城市 台客隆西城锦湖店 西城锦湖

95 宣城市 台客隆希达店 希达

96 宣城市 台客隆江南书院店 江南书院

97 宣城市 台客隆西林店 叠嶂西路陵西路交叉口

98 宣城市 台客隆金三店 大坝塘

99 宣城市 台客隆鳄城花园店 鳄城花园

100 宣城市 台客隆柏庄店 柏庄

101 宣城市 台客隆桂花园店 桂花园

102 宣城市 台客隆碧桂园天玺店 碧桂园天玺

103 宣城市 台客隆万达店 万达广场

104 郎溪县 台客隆超市 城关

105 郎溪县 润福尚超市 城关

106 郎溪县 东泉超市 城关

107 郎溪县 北港绿园大刚超市 城关

108 郎溪县 大方超市 城关

109 郎溪县 天天超市 城关

110 郎溪县 百信超市 城关

111 郎溪县 好又多超市 梅诸

112 郎溪县 时代华联超市 十字

113 郎溪县 万客来超市 东夏



114 郎溪县 天天超市 毕桥

115 郎溪县 世纪联华 飞里

116 郎溪县 华联超市 定埠

117 郎溪县 贵平超市 凌笪

118 郎溪县 小付超市 新发

119 郎溪县 利民超市 幸福

120 郎溪县 永乐辉超市 涛城

121 郎溪县 李刚超市 钟桥

122 郎溪县 翠琴超市 开发区

123 宁国市 好又多超市 宁国市卿城花园7-1003号

124 宁国市 上海花苑天天乐超市
宁国市宁阳西路上海花苑

门口

125 宁国市 凤凰城超市 宁国市凤凰城北门路口

126 宁国市 小马超市 宁国市宁馨花园入口处

127 宁国市 欣欣超市
南山办事处杨山村松岭安

置区

128 宁国市 年华超市 宁国市凤行商住楼2号

129 宁国市 乐家佳超市
宁国市豪辰俪景36幢1单元

1003号

130 宁国市 春城天天乐超市 宁国市汪溪办事处

131 宁国市 狮桥超市 宁国市中溪镇狮桥

132 宁国市 老唐超市 宁国市胡乐鸿门村

133 宁国市 世纪佳友超市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一号

路

134 宁国市 奕辰超市 宁国市梅林镇入口处

135 宁国市 宁国华泰超市 宁国市宁城中路

136 宁国市 宁国台客隆超市 宁国市宁阳西路

137 宁国市 宁国苏果超市 宁国市津河西路北侧

138 宁国市 宁国华都购物中心 宁国市港口镇新建街70号

139 宁国市 华联超市 宁国市中溪镇

140 宁国市 李萍超市 宁国市港口镇新建街172号

141 宁国市 盛唐超市 宁国市霞西新街路口

142 泾县 上海如海超市2店 桃花潭中路289号



143 泾县 上海如海超市迎宾路店 泾县皖南第一街

144 泾县 泾县众润发超市 贺村中路财富市场2层

145 泾县 大胡子超市 茂林街道

146 泾县 征权批发部 茂林街道

147 泾县 言和超市 童疃街道

148 泾县 平价超市 茂林街道

149 泾县 明臣超市 厚岸

150 泾县 心连心超市 榔桥

151 泾县 言和超市 童疃

152 泾县 明忠超市 童疃

153 泾县 楠生超市 茂林街道

154 泾县 德胜超市 琴溪街道

155 泾县 信贷批发部 浙溪桥

156 绩溪县 绩溪天润发超市 绩溪县华阳镇

157 绩溪县 绩溪阳光超市 绩溪县华阳镇

158 绩溪县 绩溪跃宇超市 绩溪县华阳镇

159 绩溪县 绩溪聚农超市 绩溪县华阳镇

160 绩溪县 绩溪好邻居超市 绩溪县华阳镇

161 绩溪县 坦头供销社 长安镇坦头村

162 绩溪县 全辉商店 金沙镇三十八号桥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