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商户优惠列表  

城市 时间 商场名称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万达 哈根达斯

活动一：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定
门店刷卡消费享88元品脱半价优惠。

活动二：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定
门店刷卡消费享0.6KG蛋糕直减100元优惠

。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优
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北京机场店除外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哈根达斯

活动一：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定
门店刷卡消费享88元品脱半价优惠。

活动二：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至指定
门店刷卡消费享0.6KG蛋糕直减100元优惠

。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优
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北京机场店除外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1月28日和2月11日

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蓝钻海鲜自助

逢每周三、六至蓝钻海鲜自助，中信银
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单人五折优
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1月28日、2月11日除外；            5
、需提前预约。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1月28日和2月11日

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菲彼自助餐厅

逢每周三、六至菲彼自助餐厅，中信银
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单人五折优
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1月28日、2月11日除外；                  
5、需提前预约。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1月28日和2月11日

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鑫海汇自助

逢每周三、六至鑫海汇自助，中信银行
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两人同行一人
免单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1月28日、2月11日除外；                 
5、需提前预约。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1月28日和2月11日

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阿尔卑斯自助
逢每周三、六至阿尔卑斯自助，中信银
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单人五折优
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1月28日、2月11日除外；                   
5、需提前预约。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维多利     

购物中心
麦当劳文化路店

逢每周三、六至麦当劳文化路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30元立
减15元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维多利     

购物中心
麦当劳万达店

逢每周三、六至麦当劳文化路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30元立
减15元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8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维多利     

购物中心
麦当劳正翔店

逢每周三、六至麦当劳文化路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30元立
减15元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活动日每店限前15位卡片客户；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1月28日、2月11
日和3月8日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罗曼新语披萨餐厅
逢每周三、六至罗曼新语披萨餐厅，中
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意面套
餐5折优惠

1.原价30元意面套餐，中信客户使用中信信
用卡结账享受5折优惠（15元）。              
2.本活动与店内其他优惠不同享。             
3.1月28日、2月11日和3月8日除外。               
4.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包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1月28日、2月11
日和3月8日除外）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太空舱果木烤吧
逢每周三、六至太空舱果木烤吧，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中信专属
套餐5折优惠

1.原价216元中信专属套餐，中信客户使用
中信信用卡结账享受5折优惠（108元）。  
2.本活动与店内其他优惠不同享。             
3.1月28日、2月11日和3月8日除外。               
4.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为一购
物广场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包头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为一购
物广场店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万达广
场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友谊华
联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文化路
华联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包头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文化路
华联店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维多利
商厦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百货大
楼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得惠商
业街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包头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得惠商
业街店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青山万
易时尚汇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维多利
新天地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青山华
联购物中心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包头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青山华
联购物中心店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包头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维多利     
购物中心

屈臣氏包头苏宁广
场分店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上）直减30元优
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户指定
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小票等指定渠
道扫描二维码，填表后赠一张（满100元
直减10元）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
核卡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子
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
（蓝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
账户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
刷，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
为新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
则本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
现、消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
号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
放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
作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
退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
4008211400。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万达店） 包头市青山区青年路26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20-121号店铺 0472-5199160

哈根达斯（维多利店） 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96号维多利商厦有限公司首层A0102号商铺 0472-2982719

蓝钻海鲜自助 包头市青东路与青山路交汇处一机五小对面 0472-2636666

菲彼自助餐厅 包头市钢铁大街56号海德酒店一楼 0472-5365599

鑫海汇自助 包头市钢铁大街96号维多利商厦5楼 0472-2307878

阿尔卑斯自助 包头市巴彦塔拉大街维多利新天地3层 0472-4110777

罗曼新语披萨餐厅 包头市土右旗工业路生态公园十字路口动100米路北（全民K歌旁边） 0472-2550200

太空舱果木烤吧 包头市土右旗敕勒川博物馆西门对面 13847225150

麦当劳文化路店 包头市青山区文化路王府井一层 0472-3111044

麦当劳万达店 包头市青山区万达广场一层 0472-5192203

麦当劳正翔店 包头市青山区正翔国际一层 0472-6190043

屈臣氏包头为一购物广场店 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65号一层 0472-2510969

屈臣氏包头万达广场店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年路南体育馆道西首层 0472-5198338

屈臣氏包头友谊华联店 包头昆区友谊大街17号街坊华联超市首层 13847225150

屈臣氏包头文化路华联店 包头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18号华联超市2层 0472-3160398

屈臣氏包头维多利商厦店 包头昆区钢铁大街96号维多利商厦 0472-2102422

屈臣氏包头百货大楼店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包百星光珠宝城1层屈臣氏 0472-2161049

屈臣氏包头得惠商业街店 包头高新区友谊大街南现代城西得惠首层 0472-2770560

屈臣氏包头青山万易时尚汇店 包头市青山区娜琳步行街万易时尚汇 04726197426

屈臣氏包头维多利新天地店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维多利新天地2号门一层屈臣氏 04722832016

屈臣氏包头青山华联购物中心店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华联购物中心首层 04726165166

屈臣氏包头苏宁广场分店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北侧、乌兰道南侧、市府东路西侧、广场
东道东侧苏宁广场首层

04725143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