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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省份 城市 地址 

1 大润发淮南店 安徽 安徽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6 号 

2 大润发广德店 安徽 安徽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桃州镇万桂山南路 3号 

3 安庆店 安徽 安庆 安庆市湖心中路与市府路交汇处 

4 大润发蚌埠店 安徽 蚌埠 蚌埠市解放路与凤阳东路交叉口西北角 

5 大润发蚌埠文化广场店 安徽 蚌埠 蚌埠市兴业街 555号宝龙城市广场 

6 大润发怀远店 安徽 蚌埠 蚌埠市怀远县 307省道及三桥路西南角处 

7 大润发池州店 安徽 池州 池州市贵池区长江中路与翠微路交叉口西北角 

8 池州青阳店 安徽 池州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富阳南路与九子大道交汇处 

9 大润发定远店 安徽 滁州 滁州市定远县鲁肃大道与黎明路交叉口东南角 

10 大润发滁州店 安徽 滁州 滁州市琅琊区丰乐大道 475号 

11 明光店 安徽 滁州 滁州市明光池河大道与明珠大道路口 

12 大润发阜阳店 安徽 阜阳 阜阳市颍河西路和中南大道交汇处 

13 大润发太和店 安徽 阜阳 阜阳市太和县长征路中段东侧 

14 大润发清溪店 安徽 合肥 合肥市蜀山区合作化路与清溪路交叉口东南角 

15 大润发庐阳店 安徽 合肥 合肥市阜阳北路和凤台路的西北角 

16 大润发翡翠店 安徽 合肥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路与繁华大道交叉口西南角 

17 合肥望江店 安徽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与当涂路交汇处西北角 

18 大润发淮北店 安徽 淮北 淮北市古城路和相山路交汇处西北角 

19 大润发相山店 安徽 淮北 淮北市相山路与南黎路交口东北角 

20 大润发黄山店 安徽 黄山 黄山市屯溪区跃进路新黄山商业步行街 

21 大润发马鞍山店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东路 518号 

22 大润发当涂店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市当涂县青莲路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北角 

23 大润发铜陵店 安徽 铜陵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大道与翠湖一路交汇处东北角 

24 大润发芜湖店 安徽 芜湖 芜湖市北京中路 10号 

25 大润发宿州店 安徽 宿州 宿州市东昌路与顺河路交汇处西南角 

26 大润发宣城店 安徽 宣城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梅溪路与昭亭南路交汇处西南角 

27 宁国店 安徽 宣城 安徽省宣城宁国市宁阳东路与和平路西交汇处 

28 大润发民族园店 北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园路 2号 

29 
大润发金山店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榕路与金达路交叉口东

南角 

30 大润发王庄店 
福建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长乐路东侧紫阳商贸中心 1号楼

商场 

31 大润发惠安店 福建 惠安 福建省惠安县世纪大道大润发购物广场 

32 大润发晋江店 福建 晋江 福建省晋江市晋江市湖光西路与小区支路交界处 

33 大润发世纪店 福建 晋江 福建省晋江市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汇处 

34 大润发龙岩店 福建 龙岩 龙岩大道与西陂路交界口西南角 

35 大润发建阳店 福建 南平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西路建发悦城 

36 
大润发安溪店 福建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城厢镇二环路与建安大道交汇处

东北角 

37 大润发洛江店 福建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安吉路与万盛街交叉口西南侧 

38 三明永安 福建 三明 福建省三明永安市含笑大道 1188号诚上广场 

39 大润发厦门店 福建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工人体育馆负一层 



2 

 

40 大润发蔡塘店 福建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吕岭路 1068号蔡塘广场负一楼 

41 
大润发尤溪店 福建 尤溪 

尤溪县城关镇滨河大道与东一路交叉口东方商业广场

一楼大润发购物广场 

42 大润发漳州店 福建 漳州 福建省漳州市新华北路与漳福路交汇处东北角 

43 龙文店 福建 漳州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迎宾大道 12号锦绣一方商业广场 

44 三明 附件 三明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和东新四路交汇处 

45 阜阳临泉店 阜阳 安徽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解放路与纬六路交汇处 

46 大润发兰州店 甘肃 兰州 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113号 

47 大润发潮州店 广东 潮州 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中段奎元广场 A区 

48 大润发大朗店 
广东 东莞 

东莞市大朗镇美景大道新世纪长盛广场 B区一、二、

三楼 

49 大润发长安店 广东 东莞 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振安中路 2号 

50 大润发厚街店 广东 东莞 东莞市厚街镇南环路与吉祥路交汇处盛和广场 2020号 

51 大润发樟木头店 广东 东莞 广州省东莞市樟木头镇西城路 11号天一城 

52 大润发顺德店 广东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近良居委会延年路 8号 

53 大润发大沥店 广东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路与工业路交叉处东南角 

54 大润发桂城店 广东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南村圣堂 618 号二楼 

55 
大润发三水店 广东 佛山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文锋东路 2 号三水恒福广场

201-203、301-303 

56 大润发罗村店 广东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罗村村委会金盛广场 

57 大润发高明店 广东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 423号 1座 

58 大润发花都店 广东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 36号 

59 大润发新塘店 广东 广州 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北金海岸城市广场 

60 大润发番禹店 广东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桥南路 111、113、115、117号 

61 大润发增城店 广东 广州 广州市增城市荔城镇府佑路 98号 

62 
大润发虎门店 广东 虎门 

虎门镇规划路与连升路交汇处虎门国际购物中心负一

层 

63 大润发惠东店 广东 惠州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华侨城富星路 3号 

64 惠阳店 广东 惠州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开城大道南华星金碧蓝湾 1-4层 

65 
大润发新会店 广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南新区新港大道与新会大道交界处

东南角 

66 大润发鹤山店 广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 625号 

67 开平店 
广东 江门 

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东兴大道与 325 国道交汇处 A9区中

业新城 

68 罗定 广东 罗定 广东省罗定市龙园东路体育东一巷 

69 大润发梅州店 广东 梅州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路与梅水路交汇处 

70 大润发南雄店 广东 南雄 南雄市雄中路与青云东路交界处东北角 

71 
大润发清远店 广东 清远 

清远市清城区先锋东路与东湖路交界处锦绣清城广场

一楼 

72 大润发韶关店 广东 韶关 韶关市解放路与熏风路交汇处(风度名城) 

73 大润发乐昌店 广东 韶关 韶关市乐昌市乐城街道人民中路 

74 大润发龙华店 广东 深圳 深圳市龙华街道办和平东路与东环二路交界西南角 

75 大润发民治店 广东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 328号嘉熙业广场 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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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大润发阳江店 广东 阳江 阳江市江城区工业一街 2号 

77 大润发北环店 广东 阳江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北环路金源广场大润发北环店 

78 大润发南国公园店 广东 湛江 湛江市人民大道北 6号南国豪苑商场一、二楼 

79 
大润发肇庆店 广东 肇庆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四路 10号星湖国际广场二、三层商

场 

80 大润发石岐店 广东 中山 中山市石歧区大信南路二号 

81 大润发小榄店 广东 中山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路 18号大润发(小榄大信新都汇内) 

82 大润发东凤店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凤翔大道 2号 

83 大润发中山西区店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富光道与翠景路交汇处 

84 古镇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新兴大道东 8 号 

85 三乡店 广东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景观大道缤纷汇大润发购物广场 

86 
大润发北海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 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与北京路交汇处 

87 
大润发柳北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广西省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 12-6号 

88 
大润发柳北 2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州市屏山大道 185号负一楼 001 办公室 

89 柳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广西省柳州市柳南区航一路 9号银海小区北区 

90 
西乡塘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广西省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７５号（动物园旁）

盛标.陈东购物中心 

91 
大润发钦州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广西自治区钦州市南珠大道南面与沙井大道交汇处 

92 
大润发梧州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 梧州市万秀区大学路与文澜路交汇处旺城广场 

93 
大润发玉林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玉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民主南路 499号 

94 大润发安顺店 贵州 安顺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大道与市府路交汇处西北侧 

95 
大润发兴义店 贵州 贵州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瑞金大道与桔丰路交汇处兴义

商城大润发 

96 大润发六盘水店 贵州 六盘水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大道与钢城大道交汇处 

97 遵义南白店 贵州 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南白镇西大街南段 易九国际 

98 红花岗店 贵州 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东欣大道东欣彩虹城 

99 大润发国贸店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明珠路八号宜欣商业广场负一楼 

100 大润发国兴店 海南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63号 

101 大润发龙昆南店 海南 海口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 58号和信广场负一层 

102 大润发牡丹江店 和龙江 牡丹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东一步行街 55号 

103 大润发济源店 河南 济源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大街北、建设银行西侧 

104 大润发开封店 河南 开封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自由路与解放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105 大润发郑州店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与陇海路交汇处东北角 

106 大润发郑州大学南路店 河南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大学路与政通路交汇处西北角 

107 大润发北安店 黑龙江 北安 北安市上海路与和平街交汇处 

108 大庆西滨店 黑龙江 大庆 大庆市让胡路区西滨路与昆仑大街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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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萨尔图店 黑龙江 大庆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经六街 303号 

110 大润发南岗店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 402号 

111 大润发香坊店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68号 

112 大润发道外店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 210号 

113 大润发佳木斯店 黑龙江 佳木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长安路 972号 

114 佳木斯万新店 黑龙江 佳木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万新街与勤政路交汇处，英伦尚城

（大润发临时办公室） 

115 大润发七台河店 黑龙江 七台河 七台河市桃北区旭日街与花园东路交汇处 

116 大润发龙沙店 黑龙江 

齐齐哈

尔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龙华路 132号 

117 大润发建华店 黑龙江 

齐齐哈

尔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军校街 300号 

118 大润发绥化店 黑龙江 绥化 绥化市北林区长江路 123号 

119 黄冈 湖北 黄冈 黄冈黄州区西湖三路与青砖湖路交汇处 

120 大润发荆州店 湖北 荆州 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中路 204号 

121 大润发武德店 湖北 荆州 湖北省荆州市荆沙路与武德路交汇处 

122 大润发随州店 湖北 随州 随州市青年路与烈山大道交汇处 

123 大润发天门店 湖北 天门 天门市竟陵区钟惺大道与接官路交汇处 

124 大润发江汉店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 257号 

125 大润发姑嫂树店 湖北 武汉 武汉市江汉区姑嫂树路与后湖路交叉口 

126 大润发孝感店 湖北 孝感 湖北省孝感市槐荫大道 193号 

127 大润发宜昌店 湖北 宜昌 宜昌市沿江大道与陶珠路转角处(商业步行街) 

128 大润发常德店 湖南 常德 常德市洞庭大道与朗州路交汇处 丹阳天桥旁 

129 大润发怀化店 湖南 怀化 湖南省怀化市人民南路与人民东路路口 

130 浏阳店 湖南 浏阳 湖南省浏阳市石霜路与花炮大道交汇处 

131 大润发岳阳店 湖南 岳阳 岳阳市岳阳楼区青年路与建湘路交汇处 

132 大润发芙蓉店 湖南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路一段 188号 

133 大润发天心店 湖南 长沙 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228号 

134 大润发宁乡店 湖南 长沙 

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玉潭路和花明路交汇处（紫金广

场东北角） 

135 株洲店 湖南 株洲 湖南省株洲市红旗中路 238号 

136 大润发白城店 吉林 白城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西大路 2 号 

137 大润发东市店 吉林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成都路汇龙广场 A座 

138 大润发解放北路店 吉林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解放北路 149号 

139 大润发船营店 吉林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解放中路 120号 

140 大润发长春店 吉林 吉林 汽车产业开发区创业大街 456号 

141 大润发吉林西山店 吉林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雾淞中路与珲春街交汇路 

142 大润发松原店 吉林 松原 吉林省松原市铂金路 599号 

143 大润发常熟店 江苏 常熟 常熟市琴湖路 168号 

144 大润发关河店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58号 

145 大润发武进店 江苏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虹中路与花园街东北角 

146 大润发怀德店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133 号 

147 大润发丽华店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 59号天鹅湖花园 16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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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九州店 江苏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路与劳动西路交汇处 

149 戚墅堰店 江苏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今创路与中吴大道交汇处 

150 大润发大丰店 江苏 大丰 江苏省大丰市幸福东大街 7号 

151 大润发东台店 江苏 东台 东台市望海西路与红兰路交叉口西北角 

152 洪泽 江苏 洪泽 洪泽县北京路 86号 

153 大润发涟水店 江苏 淮安 淮安市涟水县常青西路 1号 

154 大润发淮阴店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承德北路与黄河路交汇处东北角 

155 大润发盱眙店 江苏 淮安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都梁大道与东湖南路交汇处 

156 大润发淮安公园店 江苏 淮安 淮安市南昌路与威海路交汇处东北角 

157 大润发楚州店 江苏 淮安 淮安市楚州区翔宇大道与北门大街交汇处(东南角) 

158 大润发建湖店 江苏 江苏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向阳西路 128 号 

159 大润发江阴店 江苏 江阴 江苏省江阴市延陵路 528号 

160 江阴五星店 江苏 江阴 江苏省江阴市普惠北路 555号 

161 大润发靖江店 江苏 靖江 靖江市车站路与工农路交汇处 

162 大润发句容店 江苏 句容 句容市华阳东路与北大街交汇处西南角 

163 大润发昆山店 江苏 昆山 昆山市开发区朝阳中路 518号 

164 大润发千灯店 江苏 昆山 昆山市千灯镇尚书路 8号 

165 大润发昆山前进路店 江苏 昆山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前进东路 205 号 

166 大润发溧阳店 江苏 溧阳 溧阳市燕山中路 11号 

167 大润发连云港店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市新浦区郁洲北路 15号 

168 大润发连云港中山店 江苏 连云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西路与平山路交汇处 

169 大润发瑞金店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60号 

170 大润发龙江店 江苏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 95号 

171 大润发鼓楼店 江苏 南京 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街道 39号 

172 大润发溧水店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天生桥大道与致远路交汇处 

173 浦口店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 126 号 

174 大润发八仙城店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 29号 

175 大润发通州店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 18号 

176 大润发任港店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任港路 50号 

177 大润发南通港闸店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北大街 108号 

178  南通星湖店 江苏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东路 101号 

179 南通启东店 江苏 南通 启东市民胜中路与灵秀中路交汇处 

180 邳州店 江苏 邳州 江苏省邳州市瑞兴路与闽江路交汇处 

181 大润发如皋店 江苏 如皋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福寿路 199号 

182 大润发射阳店 江苏 射阳 射阳县红旗路与健康路交界口 

183 大润发沭阳店 江苏 沭阳 沭阳县沭城镇上海南路与苏州西路交汇处 

184 大润发泗洪店 江苏 泗洪 泗洪县泗州大道与青阳路交汇处（富源广场） 

185 大润发东环店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环路 1500号 

186 大润发苏福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解放东路 13号 

187 大润发何山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 1823号 

188 大润发吴江店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笠泽路 155号 

189 大润发相城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相城区经济开发区华元路 99号 

190 大润发浒关店 江苏 苏州 苏州高新区浒关镇文昌路 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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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大润发宝带店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沧浪新城宝带西路 1155号 2幢 

192 大润发广济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广济南路 19号 

193 吴江 2店 江苏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088号 

194 长江路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长江路和华山路交叉口 港龙城负一楼 

195 大润发木渎店 江苏 苏州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中山东路 88号 

196 大润发太仓店 江苏 太仓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太平南路 18号 

197 大润发泰兴店 江苏 泰兴 泰兴市中兴大道 169号 

198 大润发高港店 江苏 泰州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金港中路 1号 

199 泰州梅兰东路店 江苏 泰州 泰州海陵区梅兰东路 299号 

200 大润发无锡店 江苏 无锡 无锡市青祁路 66号 

201 锡山 江苏 无锡 无锡市安镇锡沪路和润锡北路路口 

202 无锡盛岸店 江苏 无锡 盛岸西路与新兴路交汇处东南角 

203 无锡广瑞店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广瑞路与西沪路交汇处 

204 无锡凤宾店 江苏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民丰路与凤宾路交汇处 

205 大润发盛泽店 江苏 吴江 吴江市盛泽镇舜新中路 281号 

206 大润发兴化店 江苏 兴化 兴化市英武南路 168号 

207 大润发宿迁店 江苏 宿迁 宿迁市洪泽湖路 98号 

208 泗阳店 江苏 宿迁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淮海中路与桃园北路交叉口 

209 大润发西关建国店 江苏 徐州 徐州市煤建路 8号 

210 大润发东关世贸店 江苏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郭庄路 99号 

211 徐州欣欣店 江苏 徐州 徐州泉山区北京路和欣欣路路口 

212 大润发盐都店 江苏 盐城 盐城市解放南路 239号 

213 大润发先峰岛店 江苏 盐城 盐城市建军西路 1-2号 

214 滨海店 江苏 盐城 盐城市滨海县县城人民中路 62号 

215 大润发邗江店 江苏 扬州 扬州市邗江路 2号 

216 大润发广陵店 江苏 扬州 扬州市文昌中路 168号 

217 大润发维扬店 江苏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路 2号 

218 大润发宜兴城北店 江苏 宜兴 宜兴市宜城镇阳羡东路 358号 

219 大润发宜兴城南店 江苏 宜兴 宜兴市宜城街道氿滨南路 126号 

220 大润发张家港店 江苏 张家港 张家港市杨舍镇沙洲中路 288号 

221 大润发塘桥店 江苏 张家港 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98号 

222 大润发金港店 江苏 张家港 张家港市金港镇黄泗浦西路 1号 

223 大润发润州店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中山东路 382号 

224 大润发京口店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京口区老山路与焦山路西北侧 

225 大润发大港店 江苏 镇江 镇江市新区大港扬子江路 123号 

226 青云峰店 江西 抚州 江西省抚州市青云峰路 14号 

227 大润发赣州店 江西 赣州 赣州市红旗大道 94号 

228 大润发九江店 江西 九江 九江市九瑞大道 53号 

229 大润发南昌八一店 江西 南昌 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 217号 

230 大润发南昌莲塘店 江西 南昌 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大道 3699号贵都国际花城 

231 大润发青山湖店 江西 南昌 南昌青山湖区高新大道 8号（大千壹号公馆旁） 

232 五湖店 江西 南昌 南昌市高新区青山湖大道 199号 

233 大润发民生店 辽宁 鞍山 鞍山市铁西区九道街 139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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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大润发中华店 辽宁 鞍山 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 80号 

235 立山店 辽宁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千路与奖工街交汇处 

236 大润发朝阳店 辽宁 朝阳 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二段 81号 

237 大润发阜新店 辽宁 阜新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 63号 

238 大润发葫芦岛店 辽宁 葫芦岛 葫芦岛市龙港新区龙湾大街与文萃路交汇口 

239 大润发锦州店 辽宁 锦州 锦州市古塔区北里锦州华庭 18号 

240 大润发开原店 辽宁 开原 开原市哈大路 188号 

241 大润发辽阳店 辽宁 辽阳 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105号 

242 兴隆台店 辽宁 盘锦市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泰山路 75号 

243 双台子店 辽宁 盘锦市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渤海路 207 号 

244 大润发和平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78号 

245 大润发沈河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 80号 

246 大润发苏家屯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苏家屯区迎春街 141号 

247 大润发长白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201号 

248 大润发铁西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西路 5号 

249 大润发皇姑店 辽宁 沈阳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 2号 12门 

250 大润发营口店 辽宁 营口 营口市站前区东升路 30号 

251 大润发海城店 辽宁鞍山 海城 海城市海州区北关街红星委北顺城路 37号 

252 大润发通辽店 内蒙古 通辽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与和平大街交汇处 

253 西宁海湖店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五四西路与文汇路交汇处 

254 大润发保定店 山东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东风中路 89号 

255 大润发滨州店 山东 滨州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与渤海七路交叉口东南角 

256 大润发承德店 山东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武烈路与都统府大街交叉口处西北角 

257 大润发历下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号 

258 大润发历城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99号 

259 大润发山水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南路 9号 

260 大润发天桥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 80号 

261 大润发章丘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山泉路南 

262 大润发省博店 山东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899 号 

263 大润发济宁店 山东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琵琶山路与刘庄路叉口 

264 胶州三里河 山东 胶州 山东胶州市福州南路 97号 

265 大润发莱芜店 山东 莱芜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以北、花园北路以西 

266 大润发莱阳店 山东 莱阳 山东省莱阳市龙门西路 18号（立交桥东 200米路北） 

267 聊城店 山东 聊城 山东省聊城市运河路东星光水文化园 17号楼 

268 大润发临沂店 山东 临沂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新华路 14号 

269 大润发青岛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 162号 

270 大润发城阳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春阳路 167号 

271 大润发即墨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振华街与嵩山一路交汇处西南角 

272 大润发平度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平度市苏州路 4号 

273 大润发城阳长城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宝龙城市广场 1号 

274 大润发阜安店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187号 

275 青岛崂山 山东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辽阳东路和劲松七路交界口 

276 大润发青州店 山东 青州 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路与范公亭交汇处购物广场 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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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 

277 大润发日照店 山东 日照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路与兖州路交汇处 

278 大润发荣成店 山东 荣成 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大道与台上南街交汇处 

279 大润发泰安店 山东 泰安 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82号 

280 大润发唐山店 山东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北路 9号 

281 大润发威海店 山东 威海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128 号 

282 大润发世昌店 山东 威海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世昌大道 100号 

283 大润发潍坊店 山东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与胜利西街交叉口东北角 

284 大润发奎文店 山东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新华路与福寿街交叉口西南角 

285 大润发文登店 山东 文登 山东省文登市昆嵛路西、横山路北交汇处 

286 大润发烟台店 山东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66号 

287 烟台衡山店 山东 烟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 58号 

288 大润发兖州店 山东 兖州 山东省兖州市龙桥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 

289 大润发枣庄店 山东 枣庄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振兴北路与建华路交叉口 109号 

290 大润发淄博店 山东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86号 

291 大同 山西 大同 山西省大同市大庆路与西环路交叉口 

292 大润发宝鸡店 陕西 宝鸡 宝鸡市金台区金台大道 28号 

293 大润发西安店 陕西 西安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 1号 

294 大润发商丘店 商丘 商丘 河南省商丘市归德路与团结路交汇处 

295 大润发闸北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3318号 

296 大润发杨浦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1618号 

297 大润发大华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华灵路 1051号 

298 大润发松江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中路 552-652号 

299 大润发春申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2801号 

300 大润发康桥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 1132-1180号 

301 大润发大宁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2008号 

302 大润发港澳店 上海 上海 上海闵行区水清路 1390号 

303 大润发奉贤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亭公路 601 号 

304 大润发曹安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新郁路 807号 

305 大润发平型关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俞泾港路 1号 

306 大润发三林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清路 1200弄 1号 

307 大润发泗泾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横港路 18弄 68号 

308 大润发华漕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繁兴路 399弄 2号 

309 大润发安亭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 1099号 

310 大润发泥城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芦公路 1757号 

311 大润发宝山罗店 上海 上海 上海宝山区月罗公路 2380号 

312 大润发德阳店 四川 德阳 德阳市岷江西路 550号凯旋国际——上美广场负一楼 

313 大润发都江堰店 四川 都江堰 都江堰市幸福大道与莲花南路交汇处东南处 

314 大润发眉山店 四川 眉山 眉山市东坡区环湖东路二段 100号 

315 大润发绵阳店 四川 绵阳 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 4号长虹国际城 

316 大润发正阳店 四川 南充 四川省南充市果州大道东侧 

317 大润发蓝光店 四川 南充 南充市顺庆区红光路与文峰街路口西南角 

318 南充南部 四川 南充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新区幸福路与红岩子大道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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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大润发宜宾店 四川 宜宾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航天路与戎州路交界处 

320 大润发天津店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与黑牛城道交口处(纪庄子桥

北侧) 

321 大润发大沽南路店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与长湖路交汇处东南角 

322 
大润发西双版纳店 云南 景洪 

景洪市勐海路 2号新大桥头南西双十二城大润发购物

广场 

323 大润发官南店 云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南大道 2169号 

324 广福店 云南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与金源大道交汇处 

325 大润发龙港店 浙江 苍南 苍南县龙港镇西城路镇政府以西（财富中心） 

326 大润发慈溪店 浙江 慈溪 慈溪市古塘街道北二环中路 550号 

327 大润发观海卫店 浙江 慈溪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观海卫路 580号 

328 大润发奉化店 浙江 奉化 奉化市南山路 8号 

329 大润发富阳店 浙江 富阳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孙权路 209 号 

330 大润发海盐店 浙江 海盐 海盐县新桥北路与文昌东路交接西南侧 

331 大润发萧山店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北路 518号 1-3 层 

332 大润发桐庐店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迎春南路 359 号 

333 大润发石桥店 浙江 杭州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路 399号 

334 大润发萧山二店 浙江 杭州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市心中路 123-A号 

335 大润发湖州店 浙江 湖州 湖州市滨河路 666号 

336 大润发嘉善店 浙江 嘉善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施家南路 318号 

337 大润发嘉兴店 浙江 嘉兴 嘉兴市中山西路 611号 

338 大润发建德店 浙江 建德 建德市严州大道 988号 

339 大润发金华店 浙江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八一南街 1159号（印象城） 

340 大润发丽水店 浙江 丽水 丽水市莲都区宇雷北路 185号 

341 大润发北仑店 浙江 宁波 宁波市北仑区新大路 1229号西区 201 

342 大润发象山店 浙江 宁波 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丹南路 570 号 

343 大润发平湖店 浙江 平湖 平湖市当湖街道新华中路 519号 

344 大润发衢州店 浙江 衢州 衢州市三衢路 238号 

345 衢州江山店 浙江 衢州 衢州市双塔街道城北广场 98号 

346 大润发瑞安店 浙江 瑞安 瑞安市罗阳大道时代大厦 

347 大润发上虞店 浙江 上虞 上虞市百官街道城北新区凤鸣路与市民大道交汇处 

348 绍兴袍江 浙江 绍兴 绍兴市袍江新区菖蒲街 376号 

349 大润发黄岩店 浙江 台州 台州市黄岩区洞天路 160号 

350 大润发永康店 浙江 永康 浙江省永康市九铃东路 3117号 

351 大润发长兴店 浙江 长兴 长兴县古城街道长海路 288号 

352 大润发诸暨店 浙江 诸暨 诸暨市苎萝东路 195号 

353 大润发合川店 重庆 重庆 

重庆市合川区交通街东侧（合川区钓办处白云观街 1

号 1楼 1号）(原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