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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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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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活动一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
价优惠；
3、活动二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直
减100元优惠；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全国机场店、加盟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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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深圳机场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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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DQ冰雪皇后

（新增总部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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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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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总部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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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天街大融
城

元気寿司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减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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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月1日、2月4日
、4月5日、5月3日、5月31日）除外。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天街大融
城

一风堂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减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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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月1日、2月4日
、4月5日、5月3日、5月31日）除外。



重庆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天街大融
城

澳门简爱碗仔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菜品满100元减
50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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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月1日、2月4日
、4月5日、5月3日、5月31日）除外。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天街大融
城

汉拿山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菜品满150元减
75元优惠（酒水、蘸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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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天街大融
城

天来酒店环球咖啡
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自助餐5折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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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自助餐1次权益优惠1位，服务费另收。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东原D7/
万象城

汉堡王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50元减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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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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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宇广场店） 重庆沙坪坝华宇广场嘉茂购物中心1-28 023-89866073

哈根达斯（大都会店） 重庆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广场LG层2 023-63700581

哈根达斯（时代天街店）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时代天街A馆L1层 023-68808018

哈根达斯（万达广场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LG层 023-62388423

哈根达斯（北城新馆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新馆 023-67755935

哈根达斯（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55号万象城1F 023-68124050

哈根达斯（星光68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星光68LG层 023-67869397

哈根达斯（北城天街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0号远东百货2楼 023-86877546

COSTA（星光时代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星光时代G004c 023-62627892

COSTA（日月光中心店） 重庆市渝中区日月光中心广场一层 023-63720907

COSTA（西城天街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城天街新馆LG 023-68121292

COSTA（重庆天地店）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128号,D114&D115号 023-63636271

COSTA（星光天地店）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星光天地1层 023-63201826

COSTA（财富中心店）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1号财富中心一层 023-63050936

COSTA（大都会天地店）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136号BG01a号商铺 023-63001335

COSTA（中渝广场店） 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中渝广场1层 023-67526533

太平洋咖啡（星光天地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66号一层23号 023-60331091

太平洋咖啡（星光时代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8号B1层  023-62325902

太平洋咖啡（星光68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星光68第L2层 023-67026215

太平洋咖啡（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万象城LG层LG101 023-68688990

DQ冰雪皇后（新世界百货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6号重庆新世界百货 一层 023-67743370

DQ冰雪皇后（北城天街店）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6、8号北城天街广场新馆4F层4F07-1号商铺 023-67854138

DQ冰雪皇后（洪崖洞店） 重庆市渝中区嘉滨路80号洪崖洞11层“城市阳台” 023-63037897

DQ冰雪皇后（时代天街店）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2路174号龙湖时代天街A馆L5_17号商铺 023-68006344

DQ冰雪皇后（万达广场店） 重庆市南岸区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LG层25号商铺 023-62641918

DQ冰雪皇后（百联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58号百联南岸上海城购物中心1F142号商铺 023-62626729

DQ冰雪皇后（西城天街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城天街3F04号商铺 023-68642431

DQ冰雪皇后（大渡口壹街店）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壹街购物中心LG层 023-68492790

DQ冰雪皇后（沙坪坝店） 重庆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9号国美电器一层 023-65345310



DQ冰雪皇后（合川步步高店）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大道559号步步高广场1F 023-42892599

DQ冰雪皇后（巴南万达店） 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97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36号商铺 023-62335683

屈臣氏（合川宝龙店）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大道624号 023-42816602

屈臣氏（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368号世纪金源购物中心1楼屈臣氏 023-88927145

屈臣氏（兴华中路第二分店） 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39号依蝶购物中心一楼

屈臣氏（沙坪坝区大学城熙街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景苑路8号附4号熙街商业街首层

屈臣氏（力扬购物广场店）
中国重庆市九龙坡区兴胜路力扬购物广场首层（原新华印刷厂改

造）

屈臣氏（时代都会广场店） 重庆市开县汉丰街道月潭街88号时代都会首层

屈臣氏（巴南万达店）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组团Q分区Q05-1/02号万达广场首层

屈臣氏（永川区名豪百货店） 重庆永川区萱花路110号名豪百货首层 023-49855890

屈臣氏（水木天地都会广场店） 重庆市渝北区双湖路1号水木天地都会广场一层

屈臣氏（西城金街购物广场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高新区（西永组团Z分区42-01地块）西城金街购

物广场首层

屈臣氏（沙坪坝沙龙汇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沙龙汇文化休闲广场首层屈臣氏

屈臣氏（国泰广场店）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08号国泰广场B1/F

屈臣氏（海润店）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交通街96号

屈臣氏（南坪万达2店）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首层

屈臣氏（江北中渝广场店）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100号中渝广场首层

屈臣氏（龙湖时代天街D馆店）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174号（大杨石组团I-3-1-4/03期）负一层

屈臣氏（瑞时尚天街店） 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507号祥瑞时尚天街一层

屈臣氏（永川万达店）
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东侧、三星路南侧D10-1-A地块万达广场首

层

屈臣氏（渝北紫荆商业广场店）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121号紫荆商业广场首层

屈臣氏（合川步步高店）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大道2号

屈臣氏（龙湖时代天街店） 重庆市大坪龙湖时代天街3号二期负一楼 023-63702303

屈臣氏（沙坪坝王府井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王府井百货店

屈臣氏（红星爱情海购物中心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1003号力帆红星广场1F

屈臣氏（江北嘴财信店） 重庆市江北区西大街财信广场1楼

屈臣氏（合川三江希望城店）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499号三江希望城首层

屈臣氏（永辉生活广场店）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七支路9号

屈臣氏（华宇锦绣广场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L分区L04-02/03地块华宇锦绣城购物

中心首层

屈臣氏（金港国际二店） 重庆市渝北区双凤街道金港国际10/1

屈臣氏（CBM赛博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29号华宇广场A座 023-65402080

屈臣氏（英利国际分店）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9号英利国际广场L1-19/20 023-63322509

屈臣氏（泰山大道分店） 重庆北部新区泰山大道东段62号一层 023-60391317

屈臣氏（渝州路赛博数码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赛博数码1F 023-61538572

屈臣氏（人民南路崇尚百货店）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南路66号一层 023-49390128

屈臣氏（涪陵泽胜中央广场店） 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25号泽胜中央广场一楼 023-72204060

屈臣氏（长寿区时代中心店） 重庆长寿区桃源东一路1号16栋1-1号 023-40288441

屈臣氏（九龙坡华润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重庆华润中心万象城LG层LG141号商铺 023-68418813

屈臣氏（江北阳光世纪购物中心店） 重庆市江北区渝北四村18号、三村25号、29号 023-88753427

屈臣氏（卜蜂莲花分店） 重庆渝北区龙溪街道新南路38号 023-67624445

屈臣氏（协信分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南路28号南坪协信购物中心B2 023-88612701

屈臣氏（江北同创国际店）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5号

屈臣氏（PDW北城天街店）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8号北城天街购物广场1B15-1B16商铺 023-67737849

屈臣氏（江北新世界店） 重庆市江北区渝北二村一支路6号新世界百货一层69商铺 023-67707995

屈臣氏（胜利路店） 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胜利路129号金港国际旗舰店1F8-9 023-86097366



屈臣氏（建新北路店）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68号星光68广场首层第25号商铺 023-67998201

屈臣氏（建新北路第二店）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８号现代广场D区2层 023-88160611

屈臣氏（大融城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8号附5号3-1至附5号3-3 023-62312393

屈臣氏（北碚雄风店） 重庆市北碚区嘉陵风情街33号 023-60309336

屈臣氏（涪陵南门金阶星光广场店） 重庆市涪陵区南门山金阶星光广场1F (人民西路和广场路交接) 023-72201430

屈臣氏（北碚千都百货店）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路7号附5号一楼 023-60309198

屈臣氏（沙坪坝嘉茂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29号华宇广场1号B-4-5 023-89869001

屈臣氏（FAD重庆富安店） 重庆市杨家坪西郊路２号重庆富安百货1F 023-89062602

屈臣氏（九龙坡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郊路28号，凯德广场1F 023-68789770

屈臣氏（双巷子路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巷子路6号煌华新纪元首层 023-65216677

屈臣氏（大渡口春光百货店） 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1029号春光百货首层 023-86230735

屈臣氏（杨家坪大洋百货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郊路3号大洋百货2楼 023-89256258

屈臣氏（杨家坪西城天街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48号2幢负一层 023-68566722

屈臣氏（新华国际店）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民权路新华国际首层(中华路和民权路交界) 023-63715875

屈臣氏（轻轨名城店）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轻轨名城负一层18号商铺 023-63708329

屈臣氏（MP大都会广场店）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LG13A-15　　　　　 023-63814861

屈臣氏（JTP金台大厦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路23号金台大厦负一层 023-62984003

屈臣氏（珊瑚路店）
重庆南岸区南坪珊瑚村江南大道8号重庆南坪万达广场建筑物LG层 

B2-1
023-62622563

屈臣氏（南坪西路店）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58号上海城负一层 023-62626338

屈臣氏（永川中央大街店） 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中段918号

屈臣氏（渝中区王府井百货店）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66号王府井百货首层 023-63625939

屈臣氏（渝北区星光协信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70号协信金开购物广场 023-67302119

屈臣氏（渝北财富中心店）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1号2F-17/2F-19/2F-20 023-67398730

屈臣氏（沙坪坝U城天街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北路92号 023-88207281

屈臣氏（渝北龙山街店） 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大道SM广场一楼 023-61870718

屈臣氏（巴南鱼洞新市街店）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新市街80号一层 023-66293289

元気寿司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天街4F 023-67727897

一风堂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天街4F 023-67756337

澳门简爱碗仔（天街大融城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天街4F 023-67912331

汉拿山（天街大融城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大融城7楼 023-67096361

天来酒店环球咖啡厅 重庆市江北区金开大道7号 023-67888888

汉堡王（东原D7店）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红石东路东原D7 023-67537213

汉堡王（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万象城B1层148号 023-68688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