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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销会以“聚焦精准扶贫、丰富上海购物”为主题，展出面积 15000 平方米，汇聚了 450 家参展企业，分别来自上海对口帮扶

的 7个省区市 20个地州市和对口合作的大连市，集中展示各地上万种特色产品。除了保有往年颇受欢迎的云南迪庆的尼西

土鸡、西双版纳的茶花鸡,新疆喀什的泽普骏枣、莎车巴旦木，湖北夷陵的蜜桔，西藏日喀则的青稞产品，青海

果洛的牦牛肉，贵州遵义的黔北麻羊，重庆万州的柠檬等，还有楚雄的南华野生菌、保山的昌宁红茶、德

宏的皂角米、临沧的凤梨以及贵州刺梨等。

365天：线上线下消费扶贫阵地
上海市消费扶贫直营店名录（10家）

序号 直营店名称 地 址
1 四川北路店 虹口区四川北路 1527 号
2 中环百联店 普陀区真光路 1288 号
3 汇金百货店 徐汇区肇嘉浜路 1000 号
4 兆丰广场店 长宁区长宁路 999 号
5 大木桥路店 徐汇区大木桥路 620 号
6 第一食品南东店 黄浦区南京东路 720 号
7 第一食品五角场店 杨浦区国宾路 36号万达广场二楼
8 大悦城店 静安区西藏北路 166 号
9 五角场合生汇店 杨浦区翔殷路 1099 号
10 豫园商城店 黄浦区豫园老街内

16 松江馆 上海瀛久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公司
云南西双版纳州及西藏定日县的大米、水果、蔬菜、菌菇干
货、蜂蜜、红糖、茶叶、藏香等。

序号 编号 地址 主要销售产品 经营主体
1 西郊国际馆 青浦区新府中路 1288号 上海市消费扶贫“百县百品”产品 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2 浦东馆 浦东新区施湾六路628号 云南大理、新疆喀什、重庆万州的坚果、休闲食品等 沪援（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3 黄浦馆 黄浦区九江路 705号 云南普洱茶，遵义腊肉、茶叶、刺梨、休闲食品等 黔货出山农业发展（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5 徐汇馆 徐汇区五原路287号二楼 对口地区食品、农副产品、花卉、酒类等 上海铭言食品有限公司五原路分公司

长宁区剑河路 599弄
103、105、107号底层6 长宁馆 云南红河州扶贫产品 上海聚爱实业有限公司

普陀区中山北路 2088号
云南大夏群楼 1-3楼

云南昆明、贵州遵义和西藏日喀则食用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等

8 虹口馆 云南珍滋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虹口区大连西路 250弄
30号大连菜场二楼

9 杨浦一馆 杨浦区国权东路198号1-2楼 上海满天下商贸有限公司遵义茶为主，以及大米、茶油、特色酱料、熏腊制品、休闲食
品、南北货等

野生松茸、黑松露、羊肚菌干片、丽江高原蜂蜜、青刺果油、
红花籽油、香软米、土鸡、天然螺旋藻片、野生灵芝

10 杨浦二馆 丽江纳山纳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杨浦区国和路 1000 号四楼
404A，406 窒

11 宝山馆 宝山区真北路 4333弄 115号 上海新瑞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和贵州的茶叶、农副产品、休闲食品、菌菇干货、肉禽蛋、
粮油、坚果

12 闵行馆 上海闵援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闵行区七莘路 695号
华润万家一楼

云南保山咖啡、高原黑木耳、大米，香格里拉手指玉米、尼西
鸡，新疆泽普核桃、骏枣等

13 嘉定一馆 嘉定区嘉唐公路 596号 6幢 云南楚雄州腌腊制品、食用菌、茶叶、蜂蜜等预包装产品 上海嘉定惠民超市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4 嘉定二馆 嘉定区塔城路 295号 云南楚雄州新鲜蔬菜、水果 上海百蒂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 金山馆 上海奥冠金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山区杭州湾大道红星国际
B1广场

云南的林产品类（竹笋等）、食用菌类、茗茶类、水果类、干货
类、药材类、花卉类等特色农产品

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弄 614 号

17 青浦馆 云南德宏州特色农产品，长三角特色农产品 尚仁农业科技（云南）有限责任公司青浦区朱家角镇
新风路 250号（近放生桥）

18 奉贤馆 奉贤区育秀路 1234 号 上海丰意果品日用有限公司
遵义牛肉干、糖醋大蒜、百合粉、空心面、草石蚕等，果洛虫
草、蕨麻、黑枸杞、三色藜麦

19 崇明馆 崇明区城桥镇人民路37号 云南茶叶、坚果、红糖、酱菜、核桃油等 云南丝路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崇明分公司

20 国家会展中心馆
上海消费扶贫“百县百品”农特产品、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各
县农特产品等

青浦区崧泽大道333号 上海东浩兰生集团进口商品展销中心有限
公司

上海市消费扶贫专店专柜名单（首批 48家）

上海市消费扶贫生活馆名录（20家）

序号 所属区 专店专柜名称 经营地址
1 大团镇云品萃精准扶贫馆 浦东新区大团镇赵桥村 1号
2 灵杨菜市场专柜 浦东上南路 3787号
3 三林巴扎 三林镇三林路 446号

5 蒙自菜市场专柜 蒙自西路 2号
6 三峡夷陵茶叶展销中心 共和新路 1165号 1号楼 1175号
7 洛平菜市场消费扶贫专店 平型关路 341号
8 静安区安心坊社区商业服务中心 静安区运城路 625号安心坊
9 高平菜市场专柜 高平路 959号
10 喀什好味道静安店 泰兴路 345号
11 芷江而宜食品店 芷江西路街道芷江菜市场G3
12 嘉陵菜市场—红河州帮扶园（铭言） 徐汇区嘉陵路 508号 3楼
13 云汇丰云南特产店 徐汇区宜山路 38号
14 机场新村菜市场专店 迎宾三路88号
15 诸安浜菜市场专柜 宣化路 3号
16 芙蓉江菜市场专柜 天山支路 201号
17 华山菜市场专柜 华山路 1623号
18 新遵义菜市场专柜 遵义路 760号
19 普陀区对口支援地区农产品专柜 高陵路 268号
20 广粤菜市场专柜 广粤路155-219号广粤副食品市场
21 玛沁县玛积畜合作社销售专柜 赤峰路 358号
22 图们菜市场专柜 图们路 38号
23 鞍山菜市场专柜 鞍山四村 1—2号甲
24 阳普生鲜凤城店专柜 凤城路 40号
25 国定菜市场专柜 国定支路 25-29 号
26 国和菜市场专柜 中原路 209号
27 阜新菜市场专柜 阜新路 151号
28 靖宇菜市场专柜 靖宇南路 98号
29 云南宣威高原特色商品展销馆 宝山区苏家浜路 409、411 号商铺
30 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农产品展销中心 宝山区牡丹江路安信广场C02
31 维西山货上海O2O直营生鲜连锁店 宝山区海江路 306号
32 五分之一特色农产品展示体验馆 宝山区同济之路 199号 7号楼 1楼
33 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百县百品汇宝店 闵行区漕宝路 3509 号
34 “一座保山”上海七宝旗舰店 富强路 44号
35 嘉定惠民超市龙湖店 嘉定区双单路 1499 号 -101
36 嘉定惠民超市德园路店 嘉定区德园路 1450 号
37 嘉定惠民超市慈竹南店 嘉定区慈竹路 74、76、78号
38 嘉定惠民超市远香舫店 嘉定区裕民南路 1777弄 -2号
39 云品沪联高原特色产品直营店 嘉定区棋盘路 1255号
40 金山卫菜市场景东农特产品中心 板桥路 1388号
41 山海之缘扶贫餐厅（上海海立方国际酒店) 金山区卫清西路 179号

42 茶马普洱舍 龙胜东路 850号

43 松江区茸宁路 161号

44 松江区新浜镇许村路 828号

45 上海市青浦区云品（梁河）精准扶贫示范直销店 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166 号内

46 申洁贵州鲜黄牛肉 奉贤区立新路菜场 42号
47 奉贤区新建西路慈善爱心超市 奉贤区新建西路 213号
48 崇明区横沙乡慈善超市 崇明区横沙乡民惠路 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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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外高桥集团）新疆农产品直销店（川沙店）4 浦东新区川沙镇南市街 116号

微信小程序
“百县百品”

微信公众号

“申工社”→服务大厅→消费扶贫

“上海合作交流”→消费扶贫地图

拼多多APP
搜索“云南消费扶贫馆”

部分线上平台

4 静安馆 静安区万荣路 88号 上海静扶实业有限公司云南文山、新疆巴楚、湖北夷陵、青海果洛特色产品

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各县和青海果洛州玛沁县农特产品

嘉定区

森鲜馆（西双版纳优质农产品松江直销中心、云
品中心松江分中心）销售点

森鲜馆（西双版纳优质农产品松江直销中心、云
品中心松江分中心）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