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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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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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太平洋咖啡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手调料类饮品（大杯

或超大杯）享买一送一优惠

1、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惠；
2、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3、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份饮品赠送，不
与其它优惠同时享受；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COSTA咖啡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手调料类饮品（中杯

或大杯）享买一送一优惠

1、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惠；
2、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3、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份饮品赠送，不
与其它优惠同时享受；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成都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 DQ冰雪皇后

活动一：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笔消
费满50元（含及以上）直减25元，最

高50元封顶；
活动二：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笔消

费暴风雪系列小杯9元专享；

1、仅限“62”开头中信银联信用卡参与；
2、活动一和活动二优惠不同享，且不与门
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成都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屈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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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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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IFS国际金融
中心.太古里

元气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IFS国际金融
中心.太古里

单多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单价198自助餐买一赠

一。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3.客户需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电
话：028-86659888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丹购物广

场
元气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丹购物广

场
水货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丹购物广

场
小猪猪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金牛万达广

场
蛙来哒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金牛万达广

场
黄记煌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成都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辣妹子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满100减50 

1、限菜品，酒水饮品除外，不与店内优惠
同时享受。2、每月限享2次，数量有限，兑
完即止。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成都中山店 成都市春熙路中山广场 028-86664491/028-86664492

哈根达斯成都百盛店 成都市西大街1号新城市广场 028-86635675

哈根达斯成都仁和店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19号仁和春天百货一层 028-61501011

哈根达斯成都九方店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88号 九方购物中心1FL105-L106店铺 028-83331819

哈根达斯成都来福士店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三号成都来福士广场首层 028-85577280

哈根达斯成都锦华万达店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68号万达广场133号商铺 028-84191716

哈根达斯成都金牛万达店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3号门1062A.1063号商铺 028-83210830

哈根达斯成都国金店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国际金融中心LG1层哈根达斯 028-86586805/028-86586807

哈根达斯成都世豪店 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1楼C102号 028-62497900

哈根达斯成都温江店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3段1588号珠江尚悦广场 028-61710168

哈根达斯成都太古店 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远洋太古里 028-86754971

哈根达斯成都海滨城店 成都市双流区成双大道蛟龙港海滨城 028-68758086

哈根达斯成都凯丹店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一楼 028-65979629

哈根达斯成都科华王府井店 成都市武候区科华中路2号王府井百货1楼 028-85964513

哈根达斯成都大悦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15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1楼哈根达斯

太平洋咖啡成都中航九方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中航九方购物中心负一层和一层B123和L118 028-85111519

太平洋咖啡成都凯丹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负一层0-78-80号 028-65057619

太平洋咖啡成都奥克斯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西段路奥克斯广场1楼107商铺号 028-87769656

太平洋咖啡成都新世纪环球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B1层M-B-06商铺 028-68730452

太平洋咖啡成都龙湖时代北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路1号龙湖北城天街1F-020号 028-68735220

太平洋咖啡成都奥特莱斯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双楠大道633号时代奥特莱斯1层C—1005 028-67038206

太平洋咖啡成都太古里店 四川省成都市大慈寺项目F171号商铺 028-65181628

太平洋咖啡成都海滨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蛟龙港海滨城购物中心一层A116号铺 028-85828095

太平洋咖啡成都欢乐颂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路94号成都339欢乐颂购物中心第1层G105号商

铺
028-64860065

太平洋咖啡成都万象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附151号 028-61295397

太平洋咖啡成都翡翠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琉璃路566号华润万家超市一层A01 028-62129282

太平洋咖啡成都来福士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来福士广场B139号商铺 028-65112650

太平洋咖啡成都富力天汇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2楼2021号商铺 028-87750059

太平洋咖啡成都伊藤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段68号成都伊藤洋华堂锦华店2楼餐-1 028-81455639

太平洋咖啡成都冰雪乐园店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二段416号冰雪乐园商业街9栋 028-62548227

太平洋咖啡成都春熙坊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商业场街1号 028-86790510

太平洋咖啡成都银泰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1999号成都银泰城购物中心1层125、127、

129号商铺
028-82885679

太平洋咖啡成都大悦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大悦城B1层LG-062 028-65582556

太平洋咖啡泸州万象汇店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万象汇L121号商铺 0830-3755001

太平洋咖啡成都宽窄巷子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38-39号 028-86131857

COSTA咖啡成都万象城店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一楼155号商铺 028-83290582

COSTA咖啡成都来福士店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三号“成都来福士广场”二层2002号 028-85563951

COSTA咖啡成都中航九方店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88号九方购物中心1层L11铺位 028-85538582

COSTA咖啡成都339欢乐颂店 成都市成华区的猛追湾路94号339欢乐颂购物中心负一层B58号商铺 028-83256511

COSTA咖啡成都天府广场店 锦江区天府广场地铁站负一层B003号商铺 028-62106879

COSTA咖啡成都天府软件园店 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268号天府软件园E区3号楼1层 028-86039070

COSTA咖啡成都大悦城店 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LG-061

COSTA咖啡成都凯德天府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388号凯德天府1层12号 02885350882

DQ冰雪皇后成都盐市口店 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新世界百货B1F 028-86679563

DQ冰雪皇后成都万象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B1层151号 028-83152831

DQ冰雪皇后成都财富中心店 成都市盐市口锦兴路6号成都财富中心1F101室 028-86701304

DQ冰雪皇后成都蜀都万达店 成都市郫县蜀都万达三楼3015号 028-86765997

DQ冰雪皇后成都欢乐谷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西线1号成都华侨城公园广场一层C3108号商铺 028-61898897

DQ冰雪皇后成都优品道店 成都市青羊大道99号附1号优品道购物中心1楼 028-61985318

DQ冰雪皇后成都欢乐颂店 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94号339欢乐颂-1楼B09 028-61647727

DQ冰雪皇后成都万达店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68号2楼255号 028-84512191

DQ冰雪皇后成都红牌楼店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红牌楼广场内 028-64046005

DQ冰雪皇后成都锦里店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 028-85552217

DQ冰雪皇后成都科华王府井店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与二环路交界处王府井百货4F 028-85596509

DQ冰雪皇后成都高新伊藤店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二街999号高新伊藤负1楼 028-85178454

DQ冰雪皇后成都金楠天街店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金楠天街5楼 028-85532801

DQ冰雪皇后成都金牛万达店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1栋万达广场三层3013号 028-65207676

DQ冰雪皇后成都大悦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大悦城购物 028-66508768

屈臣氏成都新城市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1号新城市广场D栋一楼D131 028-69060651

屈臣氏成都晋阳店 四川省成都市晋阳路269号千盛百货一层 028-87436683

屈臣氏成都文武路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大道文武路42号A 028-65522318

屈臣氏成都天汇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2楼 028-86515379

屈臣氏成都CEPA港澳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36号成都港澳购物城 028-86675265

屈臣氏成都西南影都店 四川省成都市下西顺城街75号二层 028-86662090

屈臣氏成都新世界店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四川省成都市新世界百货”-1 028-86674791

屈臣氏成都总府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18号春熙商汇广场 028-86736989

屈臣氏成都红牌楼家乐福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永丰乡佳灵路红牌楼广场家乐福 028-61817440

屈臣氏成都站华路欧尚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站华路9号附一、二号 028-85172884

屈臣氏成都凯丹广场店 成都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负一层 028-65978932

屈臣氏成都华阳欧尚店 四川双流县华阳街道华府大道二段1号欧尚一 02867086399



屈臣氏成都都江堰嘉诚店 四川省都江堰市建设路1号嘉诚购物中心一层 028-87201105

屈臣氏成都SOHO沸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科华北路58号成都沸城店 028-85241870

屈臣氏成都玉林店 一环路南三段22号世纪电脑城一层 028-85511513

屈臣氏成都春熙金开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西段16号金开商城负一 028-86654139

屈臣氏成都府青路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2号负一层 028-83217952

屈臣氏成都SM广场店 二环路东二段29号SM广场一层132-1 028-84328613

屈臣氏成都沙湾店 成都市沙湾路268号金茂大厦负一层 028-87668765

屈臣氏成都嘉信茂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交大路183号嘉信茂广场一层 028-87610669

屈臣氏成都优品道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大道99号附一号优品道广场 028-61313916

屈臣氏成都青白江千盛百货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二段千盛百货1F 028-61580112

屈臣氏成都桂湖摩尔百货店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桂湖西路20号 028-83960703

屈臣氏成都苏宁广场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8号苏宁广场二楼204C 028-85155541

屈臣氏成都华达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66号附4号华达商 028-85541030

屈臣氏成都西大街苏宁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19号苏宁电器首层 028-87661045

屈臣氏成都金牛万达店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1号1栋 028-83210101

屈臣氏成都大商千盛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锦北路138号大商千盛生活广场一楼 028-85591047

屈臣氏成都永陵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永陵路19号永辉超市一层

屈臣氏成都大业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6号财富中心一楼

屈臣氏成都双流华府大道第二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华阳街道伏龙社区益州国际广场一层 02885824949

屈臣氏成都政府中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中路93号

屈臣氏成都天仁路凯德天府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388号凯德天府负一层31/32/33a室

屈臣氏成都建设北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2号龙湖三千集负一楼

屈臣氏成都新南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96号佰腾数码店首层

屈臣氏成都合作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作路89号16栋龙湖时代天街购物中心一层

屈臣氏成都沙湾凯德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0号 028-68892179

屈臣氏成都猛追湾店 四川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94号339欢乐颂负一层 028-84348086

屈臣氏成都建设路钻石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10号钻石广场一层

屈臣氏成都天府大道第二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396号的成都地铁大厦 02868815691

屈臣氏成都春熙路正科甲巷分店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正科甲巷48号

屈臣氏成都崇州蜀州中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蜀州中路299号

屈臣氏天府大道第三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负一楼B17铺

屈臣氏成都上东大街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6号一层

屈臣氏成都益州大道银泰城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1999号阿里巴巴西部基地银泰城首层

屈臣氏成都郫县红光龙城国际店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红光镇高店东路龙城国际综合楼18号

屈臣氏成都晋吉西一街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吉西一街188号龙湖金楠天街负一层19-20号铺

屈臣氏成都武侯大道分店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后期房产证地址）世纪百合商

业广场欧尚首层

屈臣氏成都温江光华大道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1588号珠江广场一层 02882674831

屈臣氏成都提督街分店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99号华置广场B1F

屈臣氏成都大悦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负一层LG-066铺

屈臣氏成都海伦国际店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电子路172号（土地证地址）海伦国际首层

屈臣氏成都一环路第二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87号阳光新业首层

屈臣氏成都崇州唐安东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唐安东路368号唐人街购物中心一层

屈臣氏成都郫县蜀都万达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望丛东路139号万达广场二层

屈臣氏成都成华区万象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B1层B113号商铺

屈臣氏成都科华中路泛悦国际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263号泛悦国际一楼V114/V115铺

屈臣氏成都太古里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太古里负一层

屈臣氏成都邛崃现代海宁城店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府街22号海宁现代城首层

屈臣氏成都金堂华地财富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滨江路二段华地财富广场首层

屈臣氏成都奥克斯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奥克斯广场首层

屈臣氏成都温江人民商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1号繁华时代广场4号楼人民商场首层

屈臣氏成都金牛万达广场2店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1号1栋金牛万达广场2层

屈臣氏成都青羊万达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978号万达广场二层

屈臣氏成都双流万达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星空路999号双流万达广场第二层

屈臣氏成都新城吾悦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桃都大道中段888号吾悦广场首层 02868257732

屈臣氏成都金堂兰天城市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新建路133号兰天城市广场首层

屈臣氏成都今站购物中心二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广场今站购物中心负一楼

屈臣氏成都成华上古天地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路33号上古天地首层

屈臣氏成都锦江晶融汇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99号晶融汇首层

屈臣氏成都彭州逸都城购物中心店 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金彭东路122号1楼 028-83876828

屈臣氏成都人民南路来福士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号来福士广场负二层B204 02868890863

屈臣氏成都中航九方购物中心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88号中航九方购物中心负一层 028-62038347

屈臣氏成都新都和信新城市中心店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超东路266号首层 028-83961043

屈臣氏成都彭州百货大楼店 四川成都彭州市天彭镇北大街1号一层 028-83890903

屈臣氏成都锦华万达店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万达广场商业步行街二 028-85951745

屈臣氏成都锦江区总府路百盛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2号百盛店负一楼

屈臣氏成都双流摩尔新世纪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华阳街道正西街88号一层 028-85829226

屈臣氏成都双楠苏宁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乐街2号苏宁电器首层 028-69391137

屈臣氏成都清江东路白金瀚宫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34号白金瀚宫店首层 028-69086341

屈臣氏成都红星路银石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负一层 028-65192532

屈臣氏成都武侯分店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

屈臣氏成都万科路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万科路9号凯德广场魅力城一楼(铺号：31-33) 028-83156709

屈臣氏成都锦江大田坎街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经华南路大田坎街162号家乐福一楼（水碾河家乐
福）

028-84467756

屈臣氏成华优客城市奥莱商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55号优客广场负一层（建设路与一环路交界） 028-69921024



屈臣氏成都天府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广场负一楼时尚购物中心 028-64066716

屈臣氏成都春熙路第二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南段8号群光广场负一楼 028-65000262

屈臣氏成都双流机场路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锦华路二段166号北京市华联1楼 028-84266724

屈臣氏成都东升街道店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东升街道白衣上街177号优品时代 02867087278

屈臣氏成都五块石路店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路1号 028-81437220

屈臣氏成都光华北三路分店 四川成都青羊区光华北三路55号鹏瑞利青羊广场首层 028-65171588

屈臣氏成都邛崃瑞云欣广场店 邛崃市司马大道瑞云欣广场一层 028-88797356

屈臣氏成都青龙街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18号罗马国际首层 028-86282254

屈臣氏成都交大路凯德二期店 四川成都金牛区交大路183号凯德广场二期B1F 028-86402433

屈臣氏成都龙泉驿龙平路分店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龙平路102号 028-88467110

元气国金店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国际金融中心B1楼 028-86586801

单多 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99号晶融汇商场4楼(太古里，春熙路地铁站) 028-86659888

元气凯丹店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南三环宜家旁）4层 028-65979707

水货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南三环宜家旁）4层 028-65979739

小猪猪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南三环宜家旁）4层 028-65009977

蛙来哒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4楼 028-68461255

黄记煌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3楼 028-3199786

辣妹子（天府广场） 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广场地铁中心站负一楼今站购物中心 028-61986383

辣妹子（茂业店） 成都市青羊区东御街19号茂业百货负一楼 028-61986383

辣妹子（新世界店）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号新世界百货负一楼 028-61986383

辣妹子（尚都店）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西段128号尚都广场负一楼 028-61986383

辣妹子（千盛店）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269号千盛百货 028-61986383

辣妹子火锅（太平洋店） 成都市锦江区青年路太平洋电影院对面 028-61986383

辣妹子火锅（凯德二期店） 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83号凯德广场二期5楼 028-61986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