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 品牌 门店名称 地址

上海 中石油 振兴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2029号

上海 中石油 杨思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思路2号

上海 中石油 爱使浦南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806号

上海 中石油 金科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中路1176号

上海 中石油 妙境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妙境北路15号

上海 中石油 凌桥第一加油站 江东路861弄2号

上海 中石油 凌桥第三加油站 江东路1499号

上海 中石油 浦星加油站 浦星公路498号

上海 中石油 新场加油站 新奉公路1465号

上海 中石油 浦东北路加油站 浦东北路997号

上海 中石油 东新加油站 老芦公路668号

上海 中石油 龚路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816号

上海 中石油 环南加油站 环南一大道601号

上海 中石油 人民西路加油站 人民西路956号

上海 中石油 鹤鸣加油站 沪南公路5258号

上海 中石油 英伦加油站 英伦路360号

上海 中石油 汇团加油站 大团镇车站村271号

上海 中石油 国彝加油站 书院镇三三公路4801号

上海 中石油 南汇第一加油站 浦东新区沪南路9111号

上海 中石油 苗圃加油站 苗圃路151号

上海 中石油 凌桥第二加油站 江东路861弄1号

上海 中石油 物流园区加油站 物流园区申海路88号

上海 中石油 赵高路加油站（杨园） 赵高路1099号

上海 中石油 南汇第二加油站 周祝公路3259号

上海 中石油 力胜加油站 沪南公路4403号

上海 中石油 瓦屑加油站 周浦镇界浜村窑墩672号

上海 中石油 新桥加油站 申江南路7300号

上海 中石油 泥城加油站 南芦公路1761号

上海 中石油 上中加油站 上海市徐汇区龙州路588号

上海 中石油 凯燕加油站 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2048号

上海 中石油 华浦加油站 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453号

上海 中石油 龙吴路加油站 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560号

上海 中石油 常德路加油站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557号

上海 中石油 华辉加油站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310号

上海 中石油 闸北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闸北区沪太路857号

上海 中石油 唐山路加油站 上海市虹口区唐山路481号

上海 中石油 普陀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877号（近铜川路）

上海 中石油 金迈路加油站 上海市普陀区金迈路28号

上海 中石油 梅莘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1058号（近S20莲花路上闸道）

上海 中石油 虹莘加油站 上海市莘朱路1058号

上海 中石油 中春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331号

上海 中石油 闵行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放鹤路999号

上海 中石油 徐浦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559号

上海 中石油 虹梅南路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2980号



上海 中石油 莲花南路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1668号

上海 中石油 莘庄工业区加油站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1988号

上海 中石油 泰日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6843号

上海 中石油 钱桥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金王村466号

上海 中石油 塘外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奉柘公路916号

上海 中石油 青村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3035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发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卫六路1229号

上海 中石油 金汇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汇中路1819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六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朱吕公路4628号

上海 中石油 廊华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漕廊公路9255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三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亭卫公路6606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五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朱枫公路9055号

上海 中石油 四团加油站 大叶公路9048号

上海 中石油 头桥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新奉公路4476号

上海 中石油 洪庙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洪朱路3426号

上海 中石油 五四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公路901号

上海 中石油 洪卫港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公路3475号

上海 中石油 新寺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2515号

上海 中石油 平安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四平公路1345号

上海 中石油 欣宝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5875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亭枫公路4339号

上海 中石油 航塘路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1501号

上海 中石油 邬桥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1559号

上海 中石油 肖塘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883号

上海 中石油 锦桥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柘公路2668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四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亭枫公路8288号

上海 中石油 沈浦泾南路加油站 朱泾镇沈浦泾南路66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第二加油站 金山大道3000号

上海 中石油 金朝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天华路388号

上海 中石油 茸惠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茸惠路558

上海 中石油 方皇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4557号

上海 中石油 松江第二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558号

上海 中石油 四岔口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5108号

上海 中石油 茸平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茸平路12号

上海 中石油 蒸俞路加油站（青浦第二）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双菱村菱浜313号

上海 中石油 杜村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3890号

上海 中石油 青物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5824号

上海 中石油 松江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松蒸公路2151号

上海 中石油 青浦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松蒸公路4520号

上海 中石油 乐都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乐都路143号

上海 中石油 青浜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7345号

上海 中石油 青华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821号

上海 中石油 三新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三新北路575号

上海 中石油 松江第三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松卫北路1199号

上海 中石油 重盈加油站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赵重公路275号



上海 中石油 叶新路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新工路220号

上海 中石油 泗砖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泗砖路650号

上海 中石油 泖新加油站 上海市松江区叶新公路5648号

上海 中石油 嘉定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082号

上海 中石油 嘉定第二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浏翔公路2001号

上海 中石油 嘉定第三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1278号

上海 中石油 嘉定第四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2985号

上海 中石油 宝杨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宝杨路3076号

上海 中石油 嘉松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7501号

上海 中石油 勇盛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嘉行公路2498号

上海 中石油 泰和加油站 上海市泰和路1188号

上海 中石油 维辉加油站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8365号

上海 中石油 宝杨第二加油站 上海市宝杨路2058号

上海 中石油 徐行加油站 上海市嘉定区新建一路1500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北沿公路2940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二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建设公路2230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三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陈彷公路3099弄20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五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三星镇宏海公路4701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七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竖新镇前竖公路2825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八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北新公路342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十三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竖新镇团城公路1821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十四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陈彷公路5001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十五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陈彷公路258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十八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港西镇三双公路1231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十九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庙镇镇合作公路845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第二十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北沿公路3398号

上海 中石油 崇明南门加油站 上海市崇明县南门路487号

上海 中石油 丰福路加油站（前卫）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福路899号

上海 中石油 康桥加油站 上海市沪南公路2787号

上海 中石油 新场加油站 上海市沪南公路7222号

上海 中石油 中油奉贤公司第一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奉公路8512号

上海 中石油 中油奉贤公司第七加油站 上海市奉贤区航南公路6686号

上海 中石油 金山农工商加油站 上海市金山区卫零北路615号

上海 中石油 申港加油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环湖西三路266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钟园路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南星龙街东(生益科技有限公司北边)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扬东路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扬东路南.跨阳路西(高浜公交首末站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华元路便利加油点 苏州市相城区采莲路西侧、华元路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跨塘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312国道北（双马街与312国道交汇处东）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苏虹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西路与星海街交汇处东南角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机场路加油站 苏州市工业园区机场路以北国际科技园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苏胜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苏胜路421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强胜加油站 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强胜路12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阳澄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葑亭路9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华路加油站 苏州工业园区新华路36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康福加油站 苏州市工业园区中新大道188号（欧尚超市斜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胜浦加油站 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银胜路与兴浦路交叉段144号(京成半导体有限公司西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世纪加油站 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渔业村村口与312国道交叉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鑫泰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聚金村兴太路（一凯服装厂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太平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北首小桥头（太平卫生院对过）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官泾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洋沟楼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官桥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湘城）镇湘西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泾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新泾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利民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花倪村（227省道分流线东）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上高路西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上高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天平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297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枫浜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枫浜村230省道光福镇至东渚镇路段高木桥向东1公里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刘家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刘家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板桥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板桥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龙桥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西路2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长桥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南路57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东胥加油站 苏州胥口镇新峰村东山大道东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保圣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机场路1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海梁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镇姜庄村郭新路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渡村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渡村镇壮志桥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沪松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西潭村机场路口（和成卫浴公司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东渡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渡桥村东山大道砂石场斜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东欣路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东欣路与新峰路交叉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运河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新家桥旺家村海星油库（运河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孙武路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度假区孙武路北侧、渔帆路东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冬青路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区冬青路2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浒关新区加油站 苏州市浒墅关新区312国道新贤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狮山加油站 苏州高新区长江路29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何山加油站 苏州高新区何山路35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金三角加油站 苏州高新区浒关镇真山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镇湖加油站 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望河桥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金墅加油站 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庄前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区加油站 苏州市长青乡新城村沪宁高速新区出口金政街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华亭加油站 苏州市望亭镇312国道111公里处（正大加油站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平门加油站 苏州市西汇路29号(北站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中渭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苏常路22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北桥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凤北公路楼巷村（印将印染厂往西）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黄埭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埭南路33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太东路加油站 苏州市黄埭镇太东路北中城路东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区长江路加油站 苏州新区长江路84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新区长江路水上加油

站
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84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江乾路加油站 苏州平江区城北东路北、元和塘西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京杭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新合街3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锦峰路加油站 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204号（中国石油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漕湖大道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大道与永昌路交叉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花锦加油站 苏州市城北东路北、广济北路东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太阳路加油站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御窑路东太阳路南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联营加油站 昆山市开发区长江南路1199号路东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大庆加油站 昆山市开发区朝阳东路121号路南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钢峰加油站 昆山市千灯镇长泾村机场路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航天加油站 昆山市正仪镇汽车站东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花桥加油站 昆山市花桥镇星浜村曹安开发区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苏沪加油站 昆山花桥镇徐公桥312国道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泾河富民加油站 昆山市玉山镇城北萧林路216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苏南加油站 昆山市正仪镇312国道南侧正仪农场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长江北路加油站 昆山市周市镇长江北路481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长江加油站 昆山市创业路60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东门加油站 昆山市张浦镇长江南路5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环城西路加油站 昆山市玉山镇新南西路107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黄浦江加油站 昆山市千灯镇黄浦路50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昆山张浦加油点 昆山市张浦镇横冠泾路278号西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油昆山东环路加油站 昆山市大通路675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金华加油站 太仓市城厢镇昆太路18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申浦加油站 太仓市双凤镇新湖区泥泾村六里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申茂加油站 太仓市双凤镇黄桥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万通加油站 太仓市双凤镇北凤中村38组204国道西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沪港加油站 太仓市浮桥镇牌楼花圃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申港加油站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牌楼区金埝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申燕加油站 太仓市沙溪镇直塘区泥桥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南郊加油站 太仓市城厢镇南郊胜昔村204国道边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申江加油站 太仓市璜泾镇新华村沪浮璜一级公路西侧申江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沿江加油站 太仓市璜泾镇新华村沪浮璜一级公路东侧沿江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牌楼加油站 太仓市浮桥镇牌楼村长泾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富豪加油站 太仓市城厢镇柳园路6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太仓利民加油站 太仓市璜泾镇荣文村48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红星加油站 吴江市震泽镇齐心村徐家浜318国道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天力加油站 吴江市平望镇小圩村227省道东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大力加油站 吴江市平望镇复兴村227省道西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横扇加油站 吴江市横扇镇石塘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百花加油站 吴江市桃源镇青云社区远欣路1911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明达加油站 吴江市盛泽镇坛丘区大熟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八坼加油站 吴江市松陵镇八坼大桥向北500米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芦墟加油站 吴江市芦墟镇318国道窑港桥西南侧(汽车站西)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南麻加油站 吴江市盛泽镇南麻三岔路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金家坝加油站 吴江市金家坝双喜村金周路3269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吴娄加油站 吴江市七都镇建设路小暑桥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新大加油站 吴江平望镇唐家湖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苏州河路加油站 吴江市苏州河路西高新路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新力加油站 苏州市吴江市平望镇金联村22组运河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中心大道便利加油点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中心大道西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吴江西二环便利加油点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西二环东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福山加油站 海虞镇新建南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天马加油站 常熟市海虞镇福山聚福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淼泉加油站 常熟市淼泉镇淼虹路34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南桥加油站 常熟市沙家浜镇南桥村（南桥村向北200米）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唐市加油站 沙家浜镇唐市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湘江加油站 常熟市湘江东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长江加油站 常熟是长江路泰山路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尚湖加油站 尚湖镇尚湖加油站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沙家浜加油站 常熟市沙家浜芦陆路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胜利加油站 常熟市虞山镇谢桥胜利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张桥加油站 常熟市辛庄镇张桥中安村张卫公路13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张卫加油站 常熟市辛庄镇嘉菱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路桥加油站 常熟市南环路常昆路转盘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苏常加油站 常熟市虞山镇（莫城）长瑞村227省道38公里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冶塘加油站 常熟市冶塘镇新和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飞轮加油站 常熟市莫城镇言里村农贸市场旁边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任阳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任阳杨家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王市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南塘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河闸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市北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南方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碧溪镇溪南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北港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董浜镇徐市北港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董浜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董浜镇支王路13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三江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碧溪镇东张三江村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新虞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周行小圩里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东张加油站 江苏省常熟市碧溪镇东张西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常生第一加油站 常熟市莫城管理区湖鹤村227省道36公里处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常生第二加油站 常熟市辛庄镇北227省道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常生第三加油站 常熟市招商城新莲路2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常熟常生第四加油站 常熟市大义镇204国道旁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张家港闸上加油站 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闸上村（张杨公路闸上村口）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张家港西张加油站 张家港市西张镇镇北路39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张家港中兴加油站 张家港市保税区中华路善政桥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华菱加油站 张家港南沙镇338省道南沙体育馆西侧（香山风景区）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西塘加油站 张家港市凤凰镇镇北路（神马机电斜对面）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东盛加油站 张家港保税区港丰公路南侧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张家港塘桥加油站 张家港市338省道右侧距离204国道500米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广建路加油站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广建路10号

苏州市 中石油 中石油苏州南环东路加油站 苏州市南环东路10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红普路站 江干区彭埠镇普福社区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近江站 江干区秋涛路314号（华东家具市场旁）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绍兴路站 下城区绍兴路79号铁路艮山门货运站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文二西路站 西湖区文二西路898号五常港桥边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西溪站 西湖区西溪路886号（汽车西站以西）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西兴站 滨江区江陵路390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下沙站 下沙开发区下沙路72号（下沙大酒店附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余杭塘路站 西湖区余杭塘路902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留和路站 西湖区留下街道留和路151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崇贤站 余杭区崇贤镇诸家浜村王家门2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大丰站 桐庐县桐君街道春江西路409号大丰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大同站 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永平路143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东塘站 余杭区仁和镇东塘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高湾站 临安市板桥乡灵溪村14省道沈塘3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高翔站 萧山区北干街道兴议村（顺风饭店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更石路站 建德市更楼街道商贸街16号旁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拱康路站 拱墅区拱康路211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桂芳站 临安市藻溪镇02省道桂芳桥村155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杭海站 余杭区乔司镇三角村杭海路1539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华东站 富阳区富春街道劳动路60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笕丁路站 江干区笕丁路401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金达站 萧山区新塘街道和平桥村北侧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金家岭站 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村172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九龙站 余杭区仁和镇九龙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路通站 余杭区径山镇15省道长乐三叉路口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民乐站 余杭区星桥民乐村（天都城中心大道）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浦阳站 萧山区浦阳谢家工业园区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千岛湖站 淳安县千岛湖镇梦姑路618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上湖村站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上湖村中段里88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石桥路站 下城区石桥路462号（杭州装饰城附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时代大道站 萧山区时代大道2853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塘栖站 余杭区塘栖镇五叉路口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天伞站 萧山区戴村镇东风村12号（03省道旁）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天子岭站 拱墅区临半路138-1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五四站 余杭区闲林街道联荣村箬壳凉亭99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溪口站 余杭区百丈镇溪口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溪头站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严州大道518号下溪头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小康站 临安市太湖源镇杨桥头22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新城路站 萧山区萧绍路与新城路交叉口往南100米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新登站 富阳区新登镇东门（方圆塑机厂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新塘站 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环路南侧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新旺站 余杭区运河镇（兴旺工业城）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星达站 余杭区临平镇望梅路501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许贤站 萧山区义桥镇罗幕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义蓬站 萧山区义蓬闸北300米（头蓬医院斜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义桥站 萧山区义桥镇山后村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银湖站 富阳区受降镇祝家村（320国道边）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有诚站 萧山区03省道萧山区戴村镇东风村段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余杭二站 余杭区临平街道屯里村320村国道边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余杭三站 余杭区良渚镇良渚路97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余杭四站 余杭区瓶窑镇两水坞村104国道旁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长乐站 余杭区径山镇大坞村05省道长乐大桥斜对面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中泰站 余杭区中泰乡中泰路2号

杭州 中石油 中石油周浦站 西湖区双浦镇周家埭村杭富沿江公路8号

重庆 壳牌 壳牌渝南大道店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镇民主新村12社 （东方温泉大酒店斜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兴科大道店 重庆市渝北区兴科大道宝桐一路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212国道店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港镇农林村狗脚湾 (北碚三溪村，农林公交站向前1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空港大道店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大道587号（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旁）

重庆 壳牌 壳牌翼龙路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盘龙村五社 （翼龙路陈庹大桥桥头，重庆彩云湖湿地公园旁）

重庆 壳牌 壳牌白彭路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长石村六社 （西彭二中向下15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金果大道店 重庆市渝北区现代农业园区金果大道132号 （汽博中心恒大澳蓝湾旁）

重庆 壳牌 壳牌碚青路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管家桥村陡石梯社（北碚路口公交站旁）

重庆 壳牌 壳牌袁茄路店 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新村6号阶附95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重庆 壳牌 壳牌华福路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镇高农村11社118号（重庆九龙坡区公路局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长寿晏家店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镇大连村一组 （山水国际小区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璧山璧青路店 璧山区璧泉街道双狮社区4组（成渝高铁与108省道交叉处旁，狮子小学向下3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璧山北二环路店 重庆市璧山区壁城镇北二环路三岔口 （瀚恩公园附近原飞天加油站）

重庆 壳牌 壳牌九中路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石堰村八社（乔鹤佳苑小区旁)

重庆 壳牌 壳牌綦江花坝店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镇花坝村六社 （北渡大桥旁）

重庆 壳牌 壳牌南坪东路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680号(海棠晓月小区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青木关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青木湖村骑龙桥社（凤凰小区旁边）

重庆 壳牌 壳牌南川南平店 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荣华路(南平交警队向上2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合川合阳店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长兴村四社 （合川合阳高速路口下道后左转1.5公里）

重庆 壳牌 壳牌綦江浸水店 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158号

重庆 壳牌 壳牌万州永佳路店 重庆市万州区永佳路341号（重庆万州技师学院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复兴路店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镇大树村一社（北碚区复兴镇大树小学旁）

重庆 壳牌 壳牌合川合武路店 重庆市合川区高龙镇下街1号（合武公路与太平新街岔路口旁)

重庆 壳牌 壳牌金桥路店 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明乐村袁茄公路香巴车站旁(大渡口区庹家坳小学斜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綦江东溪店 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竹园村（东溪中学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永川三教店 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石龙冲村7社（三教派出所向下400米处）

重庆 壳牌 壳牌万州跨越店 重庆市万州区申明北路75号2幢（长安跨越厂附近）

重庆 壳牌 壳牌大足大邮路店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中段196号（重庆市大足区体育运动中心旁2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金开大道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1780号（联发体育公园旁长福路轻轨站附近）

重庆 壳牌 壳牌偏岩店 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小华莹村隆兴寺

重庆 壳牌 壳牌合川合铜路店 重庆市合川区十塘镇墙院村一社（重庆三江战训基地向前5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万州天城店 重庆市万州区天城周家居委会10-11（万州大竹林小区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万州李河店 重庆市万州区李河镇李河村国光路194号　（鸿生苑小区旁）

重庆 壳牌 壳牌綦江永新店 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富家村蹬子坝社（重庆永新镇服务中心向上350米处）

重庆 壳牌 壳牌铜梁双龙路店 重庆市铜梁县巴川街道办事处洗马村八社3组（龙脑壳雕塑附近，白土坝工业园区旁）

重庆 壳牌 壳牌南川西胜店 重庆市南川西城街道办事处龙济居委会（道南小学向上300米处）

重庆 壳牌 壳牌荣昌双河店 重庆市荣昌县双河街道白玉1组233号(荣昌区双河初级中学往泸州方向1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三峡店 重庆市北碚区施家梁镇狮子村龙潭社

重庆 壳牌 壳牌新兴路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石院村黄岭杠社

重庆 壳牌 壳牌涪陵望江店 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永柱村一组243号(泽胜造船厂附近）

重庆 壳牌 壳牌璧山壁八路店 重庆市璧山区大路街道龙溪字藏四社（国家电网大路营业厅下行1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梁平金带店 重庆市梁平县金带镇仁和村3组

重庆 壳牌 壳牌涂山路店 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414号（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斜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荣昌高铁店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荣昌大道184号

重庆 壳牌 壳牌云阳双江店 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爱国村6组（新县城洞子口往水口方向150米处）

重庆 壳牌 壳牌下湾店 重庆市悦来镇清南村下湾

重庆 壳牌 壳牌陶家镇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长石村8社

重庆 壳牌 壳牌永川双石店 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响滩子村大涧口（108省道与819县道交界处）

重庆 壳牌 壳牌垫江澄溪店 重庆市垫江县澄溪镇通集村3社

重庆 壳牌 壳牌永川永津路店 重庆市永川区陈食镇梓潼村石鱼二社莲花场永津公路出口

重庆 壳牌 壳牌大足速达店 重庆市双桥经开区邮亭镇天堂村4组

重庆 壳牌 壳牌团歇路店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回龙坝村3社（三桥公交站牌前行1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长寿八颗店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八颗村九组（长寿区八颗镇初级中学斜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江津银翔店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工业园6号地块（九江大道与津马大道交界处新俸茂车城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高滩岩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94号（壳牌高滩岩加油站）

重庆 壳牌 壳牌井口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杨家湾74号（小康工业园区红绿灯直行5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万州联合坝店  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沱口社区5组（加气站旁）

重庆 壳牌 壳牌荣昌油栎店 荣昌区昌州街道东方大道183号（重庆荣昌车管所旁边)

重庆 壳牌 壳牌天马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陈家桥村四社（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旁）

重庆 壳牌 壳牌合川玉龙店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玉龙村二社（育才学院前行400米，七矿井公交站旁）

重庆 壳牌 壳牌会展中心店 重庆市渝北区悦来街道悦城路101号（宝山路口北公交站前行200米）

重庆 壳牌 壳牌鹿角店 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鹿角军民路和平村壳牌加油站（渝路混凝土公司对面）

重庆 壳牌 壳牌涪陵渝祥店 重庆市涪陵区石沱镇天府村三社

重庆 壳牌 壳牌铁山坪店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唐家沱互通出口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北华站 江夏区纸坊街武昌大道436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常青站 江汉区贺家墩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陈家墩站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附12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城东站 新洲区城东318新106国道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大东站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大东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德昌站 新洲区阳逻开发区汉施公路南侧（六房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东西湖站 东西湖区吴家山街东吴大道东段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凤凰站 新洲区凤凰镇三岔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高新四路站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工人村站 青山区工人村与和平大道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工业港站 洪山区建设乡工业港村焦沙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关凤站 江夏区流芳街大谭村（沪蓉高速凤凰山出口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洪站 汉南区廖家堡汉南大道1445号（汉南工商局对面）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黄站 江岸区汉黄路8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江村站 汉阳区永丰乡汉江村郭琴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英北站 汉英高速23公里处（向武汉方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英南站 汉英高速23公里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赫山路站 汉阳区赫山北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横店北站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大教村外环横店北加油站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横店南站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大教村外环横店南加油站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宏润站 江岸区百步亭花园内宏兴苑旁（555公交车百合苑终点站斜对面）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宏图大道站 东西湖区金潭路宏图大道北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花山站 洪山区花山镇白羊三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花石站 黄陂区罗汉街花石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黄金站 江夏区郑店街黄金村107国道西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火官庙站 青山区白玉山镇喻家大湾（二十一号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江城大道站 汉阳去四新新区江城大道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江堤中路站 汉阳区江堤中路168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江南站 江夏区纸坊街大桥社区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江宇站 江夏区江夏经济开发区普安新村（庙山收费站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交运站 青山区冶金大道5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金家墩站 江汉区汉口火车站西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金农站 江夏区金口镇范湖乡赤矶村武嘉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金山站 江夏区纸坊街良种场大桥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金水站 江夏区金口街勤建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金寨站 黄陂区罗汉寺街金寨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九峰站 洪山区九锋乡珞瑜东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巨龙站 黄陂区李集镇方安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利鹏站 新洲区仓埠街靠山店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临江站 洪山区白沙洲大道凌吴敦万科金色城市旁武金堤边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吉利站 洪山区和平乡武丰村工业大道以西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高新二路站 东湖高新区高新二路与光谷七路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大广东站 新洲区潘潭镇熊店村大广高速东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大广西站 新洲区潘潭镇熊店村大广高速西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常码站 发展大道与长丰大道交汇处南侧100米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常码头站 硚口区发展大道35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滨湖站 青山区青王公路上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龚家铺站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龚家铺村（107国道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白沙洲站 洪山区白沙洲大道凌吴敦万科金色城市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合力南站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合力村金龙大道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临空站 临空加油站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横天公路与前进大道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航空城站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汉口北站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常欢站 武汉市经济开发区常福大道与常欢大道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高庙站 武汉市蔡甸区南环路与南环横路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八吉府站 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大道东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径河农机站 东西湖区径河街银柏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流芳街站 江夏区流芳街大谭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骆驼铺站 黄陂区318国道骆驼铺段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龙腾站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街以北、章林路以东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鲁台站 武汉黄陂鲁台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珞梁路站 洪山区南湖大道野芷湖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马湖同好站 洪山区南湖大道野芷湖西路保利心语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煤建站 汉南区纱帽街汉南大道140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客运站 黄陂区前川街程家墩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楠姆站 青山区冶金大道楠姆庙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盘龙城站 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16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盘龙大道站 黄陂区滠口镇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泡丰站 黄陂区祁泡公路泡桐店镇东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普安站 江夏区安山镇107国道至京珠高速线和安山至法泗道路交接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兴华站 硚口区汉西北路88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青王路站 东湖风景区武东新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群力站 青山区建设乡群力村青化路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瑞泉站 江夏区乌龙泉街幸福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三桥站 洪山区白沙洲大道青菱寺民族大学工商学院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沙咀站 新洲区双柳街沙咀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圣宝龙站 江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圣宝龙工业园二期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十里铺站 汉阳区赫山路特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石岭站 汉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995号(京珠高速武汉西出口)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双柳站 新洲区阳大公路(双柳街大埠镇北村路段)路东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顺发站 黄陂城区距黄陂区大转盘200米左右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陶刘站 新洲区刘集镇武新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文化路站 洪山区李桥村文化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吴家湾站 武昌区吴家湾特1号(鲁巷广场旁,峰火科技对面)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五环站 武昌区白沙洲涂家巷堤上特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五星站 洪山乡先建村小茅店中环线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武麻东站 武麻高速公路武汉段K25+000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武麻西站 武麻高速公路武汉段K25+000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武冶站 东湖风景区武东新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湘口站 武汉市汉南区湘口街湘口桥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辛安渡站 东西湖区张长湖段107国道1505公里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辛店站 黄陂区前川街辛店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新沟站 东西湖区新沟镇新街荷新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新红站 新洲区仓埠镇方岗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新马站 江岸区解放大道1628号(财贸学校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新新站 汉阳区芳草二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徐东路站 武昌区徐东路13号（凯旋门商场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阳逻站 新洲区阳逻镇双柳街办阳大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盛源站 新洲区阳靠公路与外环线交叉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姚集站 黄陂区姚集北门车站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育才路站 汉南区纱帽街育才路30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奓山北站 蔡甸区奓山镇奓山街318国道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奓山南站 蔡甸区奓山镇奓山街318国道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张家湾站 洪山区张家湾特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纸金站 江夏区关山桥纸金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古田站 硚口区中环线古田二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古田南站 硚口区三环线武警部队路口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汤山站 汉阳区永丰乡中环线汤山段（龙阳大道往东西湖方向中段）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永信站 汉阳区中环路西段（东西湖往龙阳大道方向中段）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朱家河站 江岸区先锋村汉施公路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邾城站 新洲区龙腾大道与新洲规划中环线交叉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左岭站 洪山区左岭镇北（关葛大道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左岭北站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左岭镇高新大道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流芳大道站 东湖高新区流芳大道以南、富士康西路以东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长岭站 黄陂区长轩岭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玉贤站 蔡甸区汉沙公路右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新荣站 汉口江岸区汉黄路3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索河站 蔡甸区索河镇汉马公路北侧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明芳站 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黄陵新街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奓山站 蔡甸区奓山镇长新村（高速公路永安收费站出口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玉笋山站 蔡甸区玉贤镇纪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四新南路站 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南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青郑东站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何家湖村（青郑高速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青郑西站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何家湖村（青郑高速公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四新北路站 武汉市于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西侧，汉城路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星光大道站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豹山村，星光大道旁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武东站 东湖风景区武东新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余岗站 新洲区阳逻开发区汉施公路南侧（六房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龙阳湖东路站 武汉市于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明华站 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张柏路403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南环站 江夏区关山桥纸金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先锋西站 东湖风景区武东新村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罗汉站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横山村黄土公路以西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三里桥站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镇东河村黄武路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麒麟加油站 武汉市汉阳区麒麟路与墨水湖北路交汇处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中山路站 武昌区中山路23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沌口站 沌口开发区沌口路111号

武汉 中石油 中石油双墩加油站 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14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