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市2020-2021年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名单

序号 商家名称 地址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品种范围、退货时限等主要承

诺内容

枞阳县

1
苏果超市（安徽）有限公司枞阳

分公司
枞阳县枞阳镇湖滨路枞阳财
富广场

我单位承诺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
括：特殊商品（内衣、内裤、卫生用品、烟、酒
、食品、感光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玩具
以及削价处理商品）外的所有在售商品。

2 枞阳县威兰蒂商贸有限公司 枞阳县横埠镇 所有商品（双方约定除外）七天无理由退货

3 枞阳县田园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枞阳县浮山经济开发区
米面所有品类制品（包装完好，不影响二次销
售）七天退货

4 枞阳县鲍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枞阳县长江路1号 蜂蜜（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货

5 安徽省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
枞阳县金坛路荷风苑小区
A22-A33、铜陵市铜官区育
林新村35栋5号

除禽蛋、肉制品、水产、蔬菜等生鲜类产品外，
我单位承诺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
括：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质量问题

6 铜陵市玺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枞阳县新楼开发区
特殊商品（生鲜）外的所有在售商品七天无理由
退货

7 枞阳县高生源蜂业有限公司 枞阳县枞阳镇光明路 蜂蜜（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8 枞阳县白湖乡亲子乐园孕婴店 枞阳县白湖乡公塥街道 母婴用品（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9 枞阳县白湖乡天天见超市 枞阳县白湖乡公塥街道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0 枞阳县官桥大乐购生活超市
枞阳县官埠桥镇上城13栋1-
4号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1 枞阳县上城华联超市 枞阳县官埠桥镇官桥街道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2 枞阳县偶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枞阳县会宫镇会宫街道
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电子产品、五金、家用
电器（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3 枞阳县会宫镇建中家电经营部 枞阳县会宫镇会宫街道 家用电器（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4 枞阳县山镇吴小政百货店 枞阳县山镇大港村163号 超市食品和日用品（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5 枞阳县山镇唐月林商店 枞阳县山镇大港村 超市食品和日用品（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6 枞阳县其林冬云利民商店 枞阳县其林镇其林街道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7 枞阳县其林小胡超市
枞阳县其林镇其林村东街63
号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8 枞阳县汤沟镇国玲超市 铜陵市枞阳县汤沟镇新华街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19 枞阳县汤沟镇辉煌批发部 枞阳县汤沟镇更新街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0 枞阳县鑫新胜商贸行
枞阳县经济开发区旺达铜业
发展有限公司五号厂房

食品、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1 枞阳县四友商行
枞阳县枞阳开发区国电能源
厂内

食品、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2 枞阳县金社镇红梅商店 枞阳县金社镇枫冲村 日用百货（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3 枞阳县金社镇小朱机电经营部 枞阳县金社镇枫冲村 小家电（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4 枞阳县义津镇牛集松林商店
枞阳县义津镇增丰村施墩组
32号

粮油（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5 枞阳县义津镇大乐购超市
枞阳县义津镇朱公村钱庄组
15号

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6 枞阳县家宜商行 枞阳县雨坛镇雨坛街道
除禽蛋、肉制品、蔬菜等生鲜类产品外，我单位
承诺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括：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质量问题

27 枞阳县亿嘉福超市 枞阳县横埠镇将军路 化妆品、服饰（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8 枞阳县飞景商贸有限公司 枞阳县横埠镇 化妆品（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29 枞阳县横埠家佳乐超市 枞阳县横埠镇铜安路 化妆品、服饰（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30 枞阳县金叁角购物中心 枞阳县项铺镇项铺街道
我单位承诺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
括：特殊商品（内衣、卫生用品、烟、酒、生鲜
食品以及削价处理商品）外的所有在售商品

31 安庆市世纪华联超市枞阳白云店 枞阳县项铺镇
我单位承诺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
括：特殊商品（内衣、卫生用品、烟、酒、生鲜
食品以及削价处理商品）外的所有在售商品

32 枞阳县苏皖时代购物中心 枞阳县项铺镇项金村
我单位承诺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范围包
括：特殊商品（内衣、卫生用品、烟、酒、生鲜
食品以及削价处理商品）外的所有在售商品



3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枞阳分公

司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

宽带、ITV视频监控等设备（非人为损坏，不影
响二次销售）

34 安徽皖龙日月光卫浴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钱铺乡 卫生洁具（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35 安徽康弘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经济开
发区新楼工业园内

一次性洗脸巾（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36 铜陵市远维线缆有限公司 枞阳经济开发区新楼工业园 电线、电缆（七天、不影响二次销售）

铜官区

37 铜陵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铜陵市石城大道与翠湖一路
交叉口处东北角

本公司售出之商品，顾客在购买日7天内不满意
的未拆封原包装商品，可给予退货。
本公司售出之商品，顾客在购买商品日起15天内
发生性能其他质量问题顾客可至服务台售后服务
中心退货或维修服务。
凭购买收银小票至退换货中心→退货换中心人员
受理→退换货中心人员开据相应单据→顾客签字
确认。



38
铜陵市粉红形象设计美容咨询服

务部
安徽省铜陵市汇富广场综合
楼1801-1802号

1、自购买玫琳凯产品之日30天内，产品未开封
的，可以凭填写完整的售货凭证向直销员、玫琳
凯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或所在地的服务网点提出退
货和换货。直销员、玫琳凯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或
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应当自消费者提出退货和换货
之日起7日内办理。
2、自购买玫琳凯产品之日起30天内，如果对产
品质量不满意，可以凭填写完整的售货凭证及使
用后余量大于三分之二的产品，要求直销员更换
其他等值产品。

39
合肥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

司铜陵雨润国际广场分店
长江路雨润中央商场

日用百货及化妆品售出一周内包装完好可退换，
保健品及内衣不接受退换。

40 铜陵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淮河大道中段24号

1、适用世纪联华卖场内商品，但名烟名酒、食
品、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
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
包装须完好；2、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
内，以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41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北斗星城3-c1
栋负一层1号、2号

售出7天内除烟酒类、婴幼儿乳粉、内衣、化妆
品外所有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42
铜陵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有限责

任公司
铜陵市长江中路785号合百
商厦负一楼

售出7天内除烟酒类、婴幼儿乳粉、内衣、化妆
品外所有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43
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铜陵万达

广场分公司
铜陵市铜官区万达广场二楼

售出7天内除烟酒类、婴幼儿乳粉、内衣、化妆
品外所有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44 铜官区丽岚欣服装店 铜陵市万达广场内
本店已销售商品在30天内未有穿着、洗涤、熨烫
、污损、修改等影响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在
本店换货或退货，在全国门店本换货。

45 铜陵市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中路706-
1号

图书质量服务承诺：凡在本店购买的书籍，读者
在一个星期内，如有发现倒装缺页，均可退换
（以售书书章或发票为依据）。
特殊服务承诺：若本店经销折书籍货源暂缺，可
应消费者需求负责代办邮购。

46 铜陵市三联书店石城路店
铜官山区石城大道南段176
号（官塘一路路口）

图书质量服务承诺：凡在本店购买的书籍，读者
在一个星期内，如有发现倒装缺页，均可退换
（以售书书章或发票为依据）。

47
铜陵朱府铜艺大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
城C3号楼

入住当天中午12点之前可以无理由退房。

48 铜官区优利士羊奶店                         
铜官区体育馆19号网点（朝
北）

店内商品自出售之日起7日内，只要不影响二次
销售，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49
铜陵市百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一店 
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
57号1层

店内保健食品自出售之日起7日内，只要不影响
二次销售，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50 铜陵市狮子山书林书店
铜陵市铜官区铜霞新村23栋
21号网点

经营出版物、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和体育用品的
批发零售。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凭购书凭证在
3日内退换

51 铜官区百润发超市（狮子山店）
铜陵市狮子山北路88号（1
号厂房-1）

无质量问题可于7日内退换

52 铜官区惠特鲜超市 铜官区北京东路295号一层

1、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副食等不可退换；2
、对于不满意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
银小票、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
期内；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换或维修的商
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部门认定为质
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凭发票
、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维修。

53 铜官区上峰上城生活超市
铜官区上峰上城4号楼101号
商铺

除定制类商品、鲜花绿植、新鲜蔬果、水产肉类
、货梯类、烟酒、临近保质期有瑕疵的商品不可
退换外，其他商品均可享受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54
江苏苏果超市有限公司铜陵铜都

天地店
铜官区铜井西路1796、1800
、1808号网点

1、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副食等不可退换；2
、对于不满意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
银小票、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
期内；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换或维修的商
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部门认定为质
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凭发票
、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维修。

55 铜陵市开发区苏杭时代超市
安徽省铜陵市开发区翠湖菜
市场旁

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日用品（除个人卫生用
品、速冻食品、生鲜、特价商品及临期品），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可凭购物小票七日内无理由退
换货

56 铜陵品先超市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新
时代万彩天地一层1-201

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日用品（除个人卫生用
品、速冻食品、生鲜、特价商品及临期品），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可凭购物小票七日内无理由退
换货

57 铜陵市开发区优博生活超市
铜陵市开发区福瑞嘉园2号1
、2层网点

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日用品（除个人卫生用
品、速冻食品、生鲜、特价商品及临期品），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可凭购物小票七日内无理由退
换货

58
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七分店
铜陵市开发区嘉华国际
3006-3012

所有菜肴超时上桌免费赠送，顾客对菜肴不满意
无条件退换。



59 铜陵市开发区徽茗园茶叶店 铜官区涌银广场1005号
购买本店商品后不满意，在商品保持原质原样、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凭购物凭证7日内
无理由退换。

60 铜陵市开发区易家乐超市
铜陵市开发区溪潭花园5565
、5577、1921、1907、1901
号商铺

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日用品（除个人卫生用
品、速冻食品、生鲜、特价商品及临期品），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可凭购物小票七日内无理由退
换货

61
苏果超市（铜陵）有限公司红旗

新村便利店
铜陵红旗新村16栋21、22号

退换货期限：一般商品15天内。持有购物小票、
外包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如
该商品有赠品的，在退货是须将赠品一并交回。
下列商品如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1生鲜食品2保
质期低于15天的定型包装食品3冷冻冷藏食品4保
健食品5烟、酒6贴身衣物（如内衣、内裤、袜子
等）7已经修改的服装8化妆品、计生用品、药品
等9电池、胶卷、油漆，灯泡（管），电动工具
10音像制品及软件11鞋类商品按照“三包”规定
执行,其他未涉及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



62 铜官区力靓健身工作室
铜官区长江广场2号楼4号网
点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需知：新消法规定了7天“无
理由退货”，是指交易成功之后的七天内可进行
无理由退换货注意：无理由保障不等于无条件保
障。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七天无理由退货”不
适用于以下商品：（1）消费者定作的商品；
（2）鲜活易腐的商品；（3）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4）交付的报纸、期刊；5）数字化商品；商家
与买家协商一致有退货承诺的商品，应按照退货
承诺执行。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下列性质的商品
经买家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
货规定：（1）拆封后易导致商品性质改变、影
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2）一经激
活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3）销售时
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4）商品影响二次销售的，如：健身计划、营
养餐、等特殊商品。保障时间。购买付款起七天
内运费说明：非质量问题的，买家个人意愿要求
退换货的退回运费以及卖家第一次发货的运费由
申请人承担。（包邮商品除外）



63 铜官区邻军日用百货店
铜陵市官塘新村152栋C段
11-12号网点

1.顾客退、换货必须提供销售清单或购物小票办
理退、换手续。2.商品自售出之日起七日内,发
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换同规格同型号的
商品或修理.(消耗品、玩具除外)。3.商品自售
出之日起15日内退、 换货,对商品不满意或重复
购买,商品必须有原始未损坏的包装及齐全的配
件.不影响二次销售。4.退、换货商品必须有原
始未损坏的包装及齐全的配件,如购买时附有赠
品,应一并退回。5.特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予退
、换货包括以下内容:(1)涉及人身健康的商品,
如烟酒、生鲜食品、化妆品/个人清洁用品、 内
衣裤用品、已修改的服饰等.(2)消耗品,如文具
、玩具、 电池等.(3)贵重商品,如小家电、手表
等,此类商品的享受保修服务。(4)由于顾客自行
运输、装卸、使用或存放不当造成损坏的商品。
(5)打折出售的残损商品。(6)消费者购买商品后
如对商品的质疑请注意保持商品原样，以便职能
部门进行技术专业鉴定，以鉴定结果来判定商品
质量。(7)为保证您的权益请保存好您的收银小
票和发票。您对本超市的商品及服务有任何意见
请拨打投诉电话:18756216307



64
安徽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铜陵石城大道店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万达广
场内购物中心一层

所有商品（除涉及人身健康、消耗品、贵重商
品）商品自售出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或其他质量
问题，可以退货、换货或修理；自售出30日内发
生性能故障或其他质量问题，可以换取同规格、
同型号商品或修理。

65
铜官区苏杭时代超市（龙潭新村

店）
铜陵市龙潭新村39栋一层

所有商品（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除
外）对商品不满意，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在有效期内办理退还。
质量问题的商品，七日内退换，七日以上，可凭
发票、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维修。

66 铜陵市铜官山区瑞国超市 铜陵市北京西路206号网点

所有商品（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除
外）对商品不满意，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未
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在有效期内办理退还。
质量问题的商品，七日内退换，七日以上，可凭
发票、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维修。质量问题
的商品，七日内退换，七日以上，可凭发票、保
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维修。

67
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效责任公

司万达广场店
铜陵市铜官区石城大道中段
万达广场3030号

所有菜肴超时，免费赠送此菜；对菜肴不满意无
条件退货。



68 铜陵市提拉米苏蛋糕店
安徽省铜陵市第二中学一楼
门面房

对预包装商品不满意，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
未拆包装、在有效期内办理退换。

69 铜陵金茂大酒店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大道南段
711号

对不满意菜肴无条件退货。

70 铜官山区丽港商务宾馆 铜陵市淮河大道中段1128号
对商品不满意，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未拆包
装、配件齐全、预包装食品在有效期内办理退换
。

71
江苏苏果超市有限公司铜陵分公

司
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大道与金
山路交汇处嘉禾广场负一层

对于不满意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银
小票，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期
范围内的方可退换。

72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铜陵合百商厦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中路785
号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如不满意，在商品保持原质
原样、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消费者持购物
凭证在15日内（季节性商品在7日内）可进行退
换，黄金珠宝、钟表类、烟酒类、食品类、化妆
品类、医疗保健类、家电类商品除外



73
江苏苏果超市有限公司铜陵淮河

大道店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淮河大
道北段（井湖购物广场）

一、退换货期限：一般商品15天能出具购物小
票，外包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
。如该商品有赠品的，在退货时须将赠品一并交
回。二、下列商品如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1.生鲜
食品2.保质期低于15天的定型包装食品；3.冷冻
、冷藏食品4.保健食品5.烟、酒6.贴身衣物
（如：内衣、内裤、袜子等7.已经修改的服装
8．化妆品、计划生育用品、药品等；9.电池、
胶卷、油漆、灯泡（管）、电动工具；10.音像
制品及软件。三、电器类商品： 按照国家“三
包”规定执行四、鞋类：按照鞋类商品“三包”
规定执行。五、其他未涉及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
规定执行。



74
上海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铜陵

分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长江路
与义安大道交叉口

对于需要退货和保修的商品请遵循以下制度：1.
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不可退换；2.对于
不满意或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
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期范围内
的方可退换。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换或维修
的商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部门认定
为质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凭
发票、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进行维修。（若
为人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商品损
坏，需收取零件成本费）4.未尽事宜以《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为准则。



75
合肥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

司铜陵分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长江
路精品街负一层

一．自购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属配送类商品
的，自消费者实际签收商品次日其计算。二．消
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三．消
费者退货时，应当将商品本身、配件、赠品、保
修卡、说明书、外包装等一同退回。（赠品如不
能一并退回，可以要求消费者按事先标明的赠品
价格支付赠品价款）四．下列商品不支持七天无
理由退换范围1.食品类商品，如奶粉、营养品及
小零售；2.个人卫生用品，如内裤、袜子等。

76 铜官山区馨地茶庄
铜陵市淮河路人寿保险公司
一楼

所购商品一周内可无条件退换



77 铜陵市百合商行
铜陵市步行街银杏商贸城9
号楼122号

对于需要退货或保修的商品遵循以下制度：烟酒
、内衣裤、已修改服饰等不可退换。对于不满意
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未拆
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期范围内方可
退换。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换或维修的商
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部门认定为质
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凭发票
、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进行维修。（若为人
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商品损坏，需
收取零件成本费）4.未尽事宜以《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为准则
。

78 铜官区春雅茶庄
铜陵市雍江壹号院5号楼商
铺06

除烟酒、定制产品外七日内

79 铜官区天桥百润发超市 铜陵市虹桥嘉园2号楼一层 除烟酒、定制产品外七日内



80 铜官区龙豆鲜生超市
铜官区乌木山道523、517、
511、529号

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不可退换。对于
不满意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
、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期范围
内方可退换。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换或维
修的商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部门认
定为质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
凭发票、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进行维修。
（若为人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商品
损坏，需收取零件成本费）4、未尽事宜以《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为准则。



81
安徽家家悦超市有限公司铜陵分

公司
铜陵市铜官区翠湖二路东段
88号吾悦广场ZB01

1、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不可退换。2
、对于不满意或需退换的商品在七日内凭电脑收
银小票、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
期范围内方可退换。3、对于有质量问题而需退
换或维修的商品，凭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销售
部门认定为质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七日
以上可凭发票、保修卡在厂商指定维修点进行维
修。（若为人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
商品损坏，需收取零件成本费）4、未尽事宜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为准则。

82 铜陵市开发区沙记潮汕海鲜馆
铜陵市开发区翠湖二路西段
逸顿商业街3280、3280-1、
3294-1、3294-2、3286号

当餐包装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酒水可无理由
退换货

83
铜陵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

伙）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万达广
场室内步行街3F层3070号商
铺

如发现菜品变质全桌免单；对菜品质量不满意可
无条件退换；所有菜品20分钟内全部上齐，如超
时免费赠送此菜品。

84
铜官区小农家悦来酒店（托莱多

店）
铜官区欧陆花园83栋网点

当餐包装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酒水可无理由
退换货



85
铜陵市铜官山区金伯利钻石专卖

店
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商城乐都
一楼东14号

1.特价商品不可退换2.对于有质量问题需退换的
商品，凭购物票据，经我方销售部门认定为质量
问题的，在七日内给予退货。（若为人为造成，
保养或存放不当造成的商品损坏，需收取加工
费）3.对于没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想要退换，需经
我方销售部门认定，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
下，七日内给予调换

86 铜陵市视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汇
丰大厦一楼网点）

加工成型的镜片、特殊定制的眼镜不可退换2对
于不满意的商品在七日内凭收银小票，未拆包
装，配件齐全，可二次销售方可退换3对于有质
量问题而需要退换货维修的商品，凭收银小票经
我方销售部门认定质量问题，在七日内给予退换
。七日以上的可凭发票、保修单在指定维修点进
行维修（若人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
商品损坏，需收取维修费用）未尽事宜以《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为准则。



87 铜官区邻栋日用百货店
铜陵市长江中路1552号铜陵
商城乐都人民电影院楼下

顾客退换货必须提供销售清单或购物小票办理退
换手续2.商品自售出之日起七日内，发生性能故
障，消费者可以选择换同规格同型号的商品或修
理（消耗品、玩具除外）3.商品自售出之日起15
日内退换货，对商品不满意或重复购买，商品必
须有原始未损坏的包装及齐全的配件，不影响二
次销售4.退换货商品必须有原始未损坏的包装及
齐全的配件，如购买时附有赠品，应一并退回5.
特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予退换货，包括以下内
容：（1）涉及人身健康的商品，如烟酒、生鲜
食品、化妆品、个人清洁用品、内衣裤用品、已
修改的服饰等；（2）消耗品，如文具、玩具、
电池等；（3）贵重商品，如小家电、手表等，
此类商品享受保修服务；（4）由于顾客自行运
输、装卸、使用或存放不当造成损坏的商品；
（5）打折出售的残损商品；（6）消费者购买商
品后对商品的质疑请注意保持商品原样，以便职
能部门进行技术专业鉴定，以鉴定结果来判定商
品质量；（7）为保证您的权益亲保存好您的收
银小票和发票。



88 铜官区友乾建材经营部
铜官区红星美凯龙综合馆
F1-A8068、A8069、A8070

1、买家在交付定金后七天内可无条件退换货;2
、因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所有邮费必须卖家
承担;3、退换货要求具备商品收到时完整的外包
装、配件、吊牌等;如购买物品被洗过、影响二
次销售，人为破坏或标牌拆卸的不予退换;所有
预定或订制特殊尺码的不予退换。4、非商品质
量问题的退换货，买家承担发货和退货邮费。

89 铜官区云米家电经营部
红星美凯龙综合馆F1-A8128
、A8129

1.卖家在交付定金后七天内可无条件退换货；2.
因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所有邮费必须卖家承
担；3.退换货要求具备商品收到时完整的外包装
、配件、吊牌等；如购买物品被洗过、影响二次
销售，认为破坏或标牌拆卸的不予退换；所有预
定或订制特殊尺码的不予退换；4.非商品质量问
题的退换货，买家承担发货和退货邮费。

义安区



90 安徽徽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铜陵市义安区湖东路与笠帽
山路交汇处

1、无理由退货期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
天内，以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
准)；2、无理由退货商品适用范围:适用申客隆
超市内商品，但烟酒、食品、内衣、化妆品等特
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
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须完好。

91
义安区五松镇景昌超市（申客隆

超市天景庄园店）
义安区五松镇天景庄园55洞
建设东路53号

1、无理由退货期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
天内，以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2、无理由退货商品适用范围:适用申客隆超市内
商品，但烟酒、食品、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二次销
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须完好。



92
义安区五松镇亿昌超市（申客隆

超市万尚雅苑店）
义安区五松镇笠帽山路2025
、2027、2029号网点

1、无理由退货期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
天内，以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2、无理由退货商品适用范围:适用申客隆超市内
商品，但烟酒、食品、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二次销
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须完好。

93
江苏苏果超市有限公司铜陵建设

东路店
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建设东
路景湖湾27号楼1-2F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退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
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
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
外。退换货流程:凭购买小票至服务中心一退换
货人员受理退换货人员开具相应单据一顾客签字
确认。



94 义安区顺安镇吉多利超市 义安区东城大道505号

本超市售出之商品，顾客在购买商品30日内不满
意未拆封原包装且商品质量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商
品，可无理由退换货
本超市售出之商品，顾客在购买商品日起30日内
发生性能故障或其他质量问题的，顾客可至服务
台进行退换或维修服务。(国家规定质保期商品
按规定期限执行)
无理由退换商品使用范围:适用吉多利生活购物
广场内商品，但食品、化妆品、名烟名酒等特殊
商品除外，顾客凭购买收银小票至服务台办理。



95 铜陵佳客多商贸有限公司
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东城大
道与临津南路交汇处牡丹城
A地块负一楼

一、凭统一发票或本商场的收银小票，在不影响
原价销售的前提下 办理售出商品退换货(自售出
之日起7日内)。
二、商品退货、按顾客原付款方式进行退款
三、实行“三包”部分商品，自售出之日起15天
内发生性能故障或有明里问题，经售后服务人员
确认后，顾客选择退、换货或保修。

四、有关技术类和电动类商品的质量问题，如在
观方协商后仍无法达成共识，可通过指定的权威
机构鉴定后办理退换货。
五、生鲜类商品若有质量问题， 应在售出三小
时内办理退换货。

96
铜陵县五松镇我爱我家母婴用品

店
铜陵县五松镇景湖湾25栋网
点350网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退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
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奶粉，零
辅食等特殊商品除外。



97 义安区京源隆超市 义安区五松镇滨湖北路66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退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
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保健食
品、贴身内衣、烟酒等特殊商品除外。退换货流
程:凭购买小票至前台，受理核实，顾客签字确
认即可。

98 义安区五松镇品乐多生活超市
义安区五松镇城北新天地6
栋负一层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超市内的商品，但烟酒、食品、内衣、化妆
品等特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
能影响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99 义安区五松镇旺客隆生活超市
义安区五松镇水木清华园2
栋笠帽山东路243号网点

退货时限：7日内凭电脑收银小票，未拆包装、
配件齐全、食品必须在保质期内方可退换。退货
条件：对于有质量问题需退换或维修的商品，凭
电脑收银小票，经我方认定为质量问题，在七日
内给予退换，七日以上可凭发票、保修卡在厂商
指定维修点先维修（若人为使用、保养或存放不
当而造成的商品损坏，需收取零件成本费）。烟
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不可退换。

100 苏果铜陵富览苑便利店
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笠帽山
中路657、659号网点

1、退货期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
以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2、退
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
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
、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退换货流程:凭购买小票至服务中心一退换货
人员受理--退换货人员开具相应单据一顾客签字
确认。



101 义安区五松镇万花超市
义安区五松镇建设路（义安
区社保局一楼）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退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
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烟酒、
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退换货流程:凭购买小票至门店当班负责
人受理

102 义安区五松镇惠特鲜超市
义安区五松镇井湖大市场19
栋1层1号网点

1、烟酒、内衣裤、已修改的服饰等不可退换；
2.七日内凭收银小票、未拆包装、配件齐全、食
品必须在保质期内方可退换；3.人为使用、保养
或存放不当而造成的商品损坏，需收取零件成本
费。

103
义安区五松镇义安学府玉香水果

店
义安区五松镇义安学府商业
网点滨湖北路183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玉香水果店内食品，但烟酒、水果等特
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
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104 铜陵县五松镇玉香水果店二店
义安区五松镇景湖湾26栋网
点6号网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玉香水果店内食品，但烟酒、水果等特
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
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105 铜陵县五松镇玉香食品店
义安区五松镇镇建设中路
367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玉香水果店内食品，但烟酒、水果等特
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
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106 义安区顺安镇金万家超市
义安区顺安镇牡丹城D区西
边水果百货市场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烟酒、生鲜食品、
冷藏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特价
等特殊商品除外）。



107 铜陵市顺安镇好的超市
义安区顺安镇成明都市家园
1栋4号网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香烟、名酒等特殊商
品除外。

108 义安区顺安镇好优惠超市
义安区顺安镇东城家园6栋
74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09 义安区顺安镇琴乐超市
义安区顺安镇金山路农业大
市场A区1栋4、5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琴乐超市商品中，但食品、内衣、化妆
品等特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
能影响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110 义安区顺安镇全客隆超市
义安区顺安镇临津苑C6栋建
业路453、455、457、459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11 铜陵县钟鸣丰泉电脑服务部
铜陵县钟鸣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付款凭证，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特殊商品除外。

112 铜陵县钟鸣镇文余母婴坊
义安区钟鸣镇龙泉南路3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文余母婴坊内商品，但奶粉、保健品、
化妆品、用品、玩具等特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
理由退货的商品不能影响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
品包装完好。



113 铜陵县天门镇时代华联超市 义安区天门镇朱村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时代华联超市内商品，但烟酒、贴身内
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其它商品外包装完
整，但不能影响二次销售。

114
铜陵县天门镇时代华联超市一分

店
义安区天门镇董店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时代华联超市内商品，但烟酒、贴身内
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其它商品外包装完
整，但不能影响二次销售。

115 铜陵县西联乡大时代超市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乡
太平街道邮政储蓄银行旁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16 铜陵县西联乡万花超市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
太平街道218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
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

117 铜陵县东联乡恒超商店 铜陵县东联乡玉楼村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18 义安区东联乡庆来购物中心 义安区东联乡毛桥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适用范
围：适用庆来超市内商品，但烟酒、食品、内衣
、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且参加无理由退货的
商品不能影响二次销售，有包装的商品包装完好
。



119 义安区新桥办七零一鑫悦超市
义安区新桥办七零一铜兴家
园5号楼一层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本店
出售的食品（牛奶、烟酒、糕点）离店后一律不
予退换。

120 义安区新桥办连花欢乐购超市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新桥办
七零一工厂家属区（811）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
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

121 铜陵县老洲乡雪梅粮油经营部
铜陵县老洲乡白沙村地毯厂
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



122 铜陵县胥坝乡华凌超市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
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
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

123 铜陵县老洲乡光辉村从新小店
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八组13
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
食品、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

124 铜陵县钟鸣镇叶青家电经营部
义安区钟鸣镇龙泉南路16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付款凭证，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特殊商品除外。



125 铜陵县钟鸣镇昌丽商店
义安区钟鸣镇金栏街道200
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付款凭证，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26 义安区顺安镇铜锦园便利店
义安区顺安镇四季锦园44、
46号商铺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水果
、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

127 义安区顺安镇雨点文化书店
义安区顺安镇东城家园1号
网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没
有使用且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电教产
品、生活用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28 铜陵县天门镇祝永生家电维修部 义安区天门镇董店街道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产品无质量问题概不退换或产品已安装
上墙概不退换。



129 铜陵县天门镇芳芳生姜店
义安区天门镇板桥村高速服
务区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

130 铜陵县胥坝乡精顺家电商场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道120
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特殊
商品除外。

131  义安区顺安镇童阳便利店
义安区顺安镇顺凤路86#商
铺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水果
、保健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32
义安区顺安镇妈咪宝贝母婴用品

店
义安区顺安镇临津路A8栋
136、138、140号网点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
退换货条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
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奶粉，零
辅食等特殊商品除外。



133 铜陵县顺安镇羊平商店 义安区顺安镇先进村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34 义安区西联镇至爱贝比母婴店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
太平街道241号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外包装完整，不
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但生鲜食品、保健
食品、贴身内衣、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135 铜陵市七零一阳春粮店 安徽省铜陵市七零一市场

退换货时限:7天(即从顾客购买日开始7天内，以
小票上的日期或者顾客付款凭证为准);退货条
件：一般商品能出具购物小票或付款凭证，外包
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均可退换货。散装销
售物品除外。

郊区

136 铜陵市郊区大通金旺达超市
铜陵市郊区大通镇民福社区
100栋

售出7天内，日用品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售）
。

137 铜陵市佘家贡姜厂 郊区大通镇金华村 生姜自售出7天内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售）。



138 铜陵大通小磨麻油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大通镇龙山路
102号

预包装食品自售出7天内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
售）。

139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

有限公司周潭服务区
铜陵市郊区周潭镇澄英村

预包装食品自售出7天内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
售）。

140 铜陵市郊区华府百润发超市
铜陵市郊　区淮河大道南段
金御华府1号楼一层

预包装食品自售出7天内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
售）。

141 铜陵市郊区储姑娘姜业加工厂 郊区大通镇大院村塘稍组 生姜自售出7天内可退货（不影响二次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