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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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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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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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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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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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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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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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中华广场

湘萃餐厅（中华广
场店）

逢每周三、六至湘萃餐厅（中华
广场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
人刷卡消费100元以上封顶直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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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2月1日除外）；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特殊日期除外

广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中华广场

猫屎咖啡（易发
店）

逢每周三、六至广州猫屎咖啡易
发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享指定产品买一送一优惠
。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1月28日、2月1日除外）；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特殊日期除外

广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德广场

凤凰味世（缤纷天
地店）

逢每周三、六至凤凰味世缤纷天
地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享满100元封顶直减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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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2月1日、2月11日、5月3
日除外。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广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德广场

K+PARTY （缤纷天
地店）             

逢每周三、六至K+party缤纷天地
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买一送一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1月28日、2月1日、2月11日、5月3
日除外。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广州
2017年3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太阳新天

地
凤凰味世（太阳新天

地店）

逢每周三、六至凤凰味世（太阳
新天地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
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封顶直减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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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广州 2017年3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太阳新天
地

香香麻麻砂锅湘菜 逢每周三、六至香香麻麻砂锅湘
菜，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COSTA咖啡万菱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0号万菱汇L1层23号商铺 020-38992010

COSTA咖啡五号停机坪店 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街353栋的5号停机坪1层L1114N

COSTA咖啡汇景新城店 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农场地段“汇景新城”C1街区第
二层12、13、14号商铺

020-38795146

COSTA咖啡高德置地夏商场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8-10号高德置地广场“夏”商场101A单元 020-3808 2166

COSTA咖啡UA店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街89号花城汇负一层1130-1132号商铺

COSTA咖啡远景路店 广州市白云区远景路168、170、172号时代商业中心B栋首层05、
06号商铺

020-86272027

COSTA咖啡太阳新天地店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负一层B135号商铺 020-38325665

COSTA咖啡光大店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106-108号乐峰广场B1层S16-S17商铺 02089308237

COSTA咖啡友和店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38号友和酒店1楼 02038090431

COSTA咖啡云尚凯德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890号凯德广场“云尚”01层16B号

COSTA咖啡百信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423号百信广场第一层Bx2L1049号商

铺
02036054291

COSTA咖啡国金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负一层60房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裙
楼商场B1层第B109,B128a商铺

太平洋咖啡环市东路店 广州市环视东路371好时节贸易中心大厦南塔2楼201号 020-83717290

太平洋咖啡新港中路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2-354号环球•星光城“花样年华街区
”108A号铺位

020-81421939

太平洋咖啡华穗路店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406号1-4层（部位：一层自编101铺） 020-38895410

太平洋咖啡白云山店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云山小镇101/102/103号铺 020-83658063

太平洋咖啡龙津西店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西路145-4 020-28352909

太平洋咖啡东风东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之一首层 020-38309420

太平洋咖啡寺右新马路店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06号 020-37571256

太平洋咖啡花城大道店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3-7号一层自编C14/C15商铺 020-38283255

太平洋咖啡林和店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48号101房一层自编102号商铺 020-38860377

太平洋咖啡黄沙分店 广州市黄沙大道8号 020-81005017

太平洋咖啡冼村分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11号 020-37028100

太平洋咖啡东照店 广州市东风中路515号东照大厦103铺 020-83886477

太平洋咖啡高德置地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大道路85、87号高德置地广场春负一层
B103

020-38838269

太平洋咖啡塔店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222号广州塔首层105号商铺 020-89996064

太平洋咖啡海港城店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18号港湾广场•海港城首层103号商铺 020-83200571

太平洋咖啡汇德大厦店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路3-7号一层自编C14、C15号商铺 020-83208361

太平洋咖啡华利路店 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27号112房 020-38894906

太平洋咖啡五月花店 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8号自编第一层182-183号商铺 020-83185983

太平洋咖啡南国商苑店 广州市天河区海乐路11号首层2号铺自编之二 020-85162451

太平洋咖啡南华奥园店 广州市番禺区南华路303号101房 020-31129726

太平洋咖啡珠江国际店
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462、464号珠江国际纺织城内壹层自编10332

及10333号商铺
020-89992454

太平洋咖啡钻汇店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富华西路2号钻汇珠宝广场首层B123、B125、
B208号铺

020-34802480

太平洋咖啡中石化店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大堂A15单元 020-38081933

太平洋咖啡天河城店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购物中心第一层南门廊A号商铺 020-85588263

太平洋咖啡太古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群楼地铁上层MU06号商铺 020-38682026

太平洋咖啡新都荟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都荟广场东北门一楼 020-89568497

太平洋咖啡星光城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2-354号环球•星光城“花样年华街区
”108A号铺位

020-89443297

太平洋咖啡西门口店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48号西门口广场首层自编103号 020-81329797

太平洋咖啡世贸友谊店 广州市环视东路371好时节贸易中心大厦南塔2楼201号 020-87623141

太平洋咖啡正佳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正佳广场一楼1G001号商铺(东中庭) 020-85505122



太平洋咖啡兴盛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盛路11、17号越和兴盛汇G10号铺 020-85272805

哈根达斯淘金店 广州市环市东路369号友谊商店C座105 02083572448

哈根达斯天河店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广场首层1110铺 02085590922/02085598850

哈根达斯中信店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购物中心149-151号铺 02038772613

哈根达斯前进万国店 广州市江湾路283号万国广场1313B，1320号铺 02084418022

哈根达斯太古汇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商场裙楼地铁上层MU40号铺 02038330703

哈根达斯黄沙店 广州市黄沙大道8号第一层113B号商铺 02081017251/02081017250

哈根达斯宝岗店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498号广百新一城首层1-10,1-43号商铺 02084393583 

哈根达斯增城万达店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万达广场首层1039铺 02032198031

哈根达斯番禺万达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番禺万达广场首层1031号铺位 02031055080/02031055036

哈根达斯广粤天地店 广州珠江新城清风街28号广粤天地南门自偏23.25号铺哈根达斯 02038371872/02038259059

DQ冰雪皇后（中华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负一层B01单元自编加01号铺 020-83738053

DQ冰雪皇后（番禺万达广场）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381号万达广场3052铺 020-31055090

DQ冰雪皇后（萝岗万达广场）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丰路89号3003号铺 020-82512025

DQ冰雪皇后（正佳广场） 广州市天河路288号广州正佳广场7F7C002铺 020-38330192

DQ冰雪皇后（天河城）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城4楼K426铺 020-36608621

DQ冰雪皇后（丽影店） 广州市新港中路356号丽影广场一楼B1-035A号 020-34397102

DQ冰雪皇后（白云凯德）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白云凯德广场负二层53号 020-36689161

湘萃餐厅（中华广场店）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B座3楼 020-83804080

猫屎咖啡（易发店）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光明北路34号易发商业街美食花园 020-848220133

凤凰味世（缤纷天地店）
广州市白云去云城西路绿地中心E区B1层103铺。 020-36297429

凤凰味世（太阳新天地店）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6楼603铺 020-28106611

香香麻麻砂锅湘菜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7楼703-704铺 020-29003799

屈臣氏广州中信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三层333-334号铺 02038911660/38911661

屈臣氏广州天河娱乐店 广州市天河路天河娱乐广场首层 02085516602/87583894

屈臣氏广州花地人家店 广州市百花路花地人家商业中心首层屈臣氏 020-86532146

屈臣氏广州天河好又多店 广州市中山大道好又多商业广场首层 85541983/85541991

屈臣氏广州迎龙大道龙洞购物中心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迎龙大道6号首层 020-38059169

屈臣氏广州黄埔潮楼购物中心店 广州黄埔区大沙西路311号负一层 020-22302258

屈臣氏广州四季时尚荟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东圃大马路4号首层 82301917

屈臣氏广州领好广场店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889号 020-22197260

屈臣氏广州宏宇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183号洪宇广场C座 34141307/34141506

屈臣氏广州又一城店 广州市天河体育西路天河又一城 85585659/85585677

屈臣氏广州江南新地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46号江南新地地下商业街负一

层E区27、25a号铺

屈臣氏广州云城东路店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509号广州白云万达广场二层205 020-36689519 / 36689573

屈臣氏广州天河直通车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体育西路54号北段天河直通车商业广场-1F 020-38359787

屈臣氏广州名盛广场店 广州市北京路238号名盛广场首层 02083310049

屈臣氏广州正佳广场店 广州市天河路228号正佳广场二层2C076-081号铺 020-38331172/3833016

屈臣氏广州天河路万菱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0、232号 020-38992154

屈臣氏广州风尚广百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395号负一楼1-1 83027425

屈臣氏广州宜安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建设六马路38号 02083633972/83633042

屈臣氏广州花都建设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建设路17号首层 020-36828183

屈臣氏广州花都国华店 广州花都区新华街新中路40号之一 86833806

屈臣氏广州新世纪广场店 广东广州从化市街口镇东成路68号首层 020-37933935

屈臣氏广州恒宝华庭店 广东省广州市宝华路133号恒宝广场负一层 020-81240312



屈臣氏广州东峻荔景苑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八路10号荔景苑首层商铺 020-81170248

屈臣氏广州东急新天地店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90号东急新天地 020-81248372

屈臣氏广州新市好又多店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1111号宏丽购物中心首层 020-86432705

屈臣氏广州太阳城店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11、1813号嘉峪太阳城广场首层 020-36732230

屈臣氏广州地王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较场西路地王广场负二层 83738352/83738315

屈臣氏广州中华广场店 广州市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负一层B1-1号铺 020-83641042/8364112

屈臣氏广州增城挂绿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荔城镇挂绿路6号挂绿广场首层首B5 02082712011/82712012/82

屈臣氏广州富景花园店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68号富景园百佳购物 02089250675

屈臣氏广州番禺愉园酒店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大北路123号首层 34817168/34811893

屈臣氏广州番禺桥东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桥东路10-14号首层 02084883099

屈臣氏广州万国广场店 广州市前进路40号万国广场一楼夹层 84401387/84401665/84

屈臣氏广州番山商贸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繁华路9号之2，7号之1首层 020-84887171/84811368

屈臣氏广州奥园城市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洛溪桥南广州奥园城市广场首层1007-1011铺 02034702803/34702801

屈臣氏广州江燕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108号（燕汇广 020-89778119

屈臣氏广州丽影广场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2号丽影广场Ｃ区首层 02034094181

屈臣氏广州新塘金海岸店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北332号首层B18号 82440951

屈臣氏广州增城东汇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府佑路98号 首层 020-82459598

屈臣氏广州五号停机坪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自编353栋（5 020-36075435

屈臣氏广州番禺大北路店 广东广州番禺大北路98~100首层 020-84835450

屈臣氏广州增城地王广场店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解放北路115号 020-82777599

屈臣氏广州佳亨晖广场店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230号的百事佳亨晖商业城首层 020-82504339

屈臣氏广州五月花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五月花广场 020-83322061

屈臣氏广州高德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13号首层自编号B-126 020-85605397

屈臣氏广州美东百货店 广东省广州市农林下路37号二楼屈臣氏店铺 020-37652434

屈臣氏广州增城凤凰城店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凤凰城凤妍苑二街1号凤凰城广场首层自编号

T120铺位
020-32634889

屈臣氏广州梅花园店 广东省广州市梅花园商业广场首层 020-37322136

屈臣氏广州金田百佳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561号首层 020-38393885

屈臣氏广州天银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437号天银广场2楼 020-82102289

屈臣氏广州金国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南面“白水龙”地块金国商业广场

首层的自编号38、39、40号
 020-37436795

屈臣氏广州时尚天河店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中心时尚天河西一街086铺屈臣氏 020-85678319

屈臣氏广州花都盛妆店 广州市花都区云山大道29号首层 020-3957028

屈臣氏广州天河骏唐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骏唐广场777号首层 020-37347189

屈臣氏广州番禺人人佳店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梅山大道北8号之一人人佳购物城首层A58铺 020-39952616

屈臣氏广州广州骐利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101号首层 020-66806915

屈臣氏广州奥园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德路北侧 020-31040855

屈臣氏广州南沙华汇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珠电路4号首层1-01至1-03 020-39004623

屈臣氏广州罗冲围友田城店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12号之一地下 020-81022280

屈臣氏广州科学大道高德汇店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路193号高德汇购物中

心（科学城项目）A6栋首层自编号A6-F101B铺位
020-32210612

屈臣氏广州天河乐都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珠村乐购屈臣氏 020-22167030



屈臣氏广州西城都荟店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黄沙路西城都荟负一层030号铺 020-81176627

屈臣氏广州狮岭家宜多店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盘古路与东升中路交界友田商业广场C118、

C2-6铺首层
020-22689986

屈臣氏广州江高家宜多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三路109号之22首层A08 020-36776012

屈臣氏广州太阳新天地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负一层121-

122号的商铺
020-38325293

屈臣氏广州好信广场店 中国广东广州海珠区好信街10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天河尚德大厦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41号首层 020-38551574

屈臣氏广州番禺万达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368号番禺万达广场2032  屈

臣氏店铺
2031054615

屈臣氏广州白云时代广场店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同泰路87号永泰广场 020-28632389

屈臣氏广州高德置地春商场店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5、87号高德置地春商场负一层 02038552927

屈臣氏广州番禺金科广场店 广东是广州市大石植村金科广场首层屈臣氏 020-31145025

屈臣氏广州万家福广场店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六路68号万家福 首层 020-36025227

屈臣氏广州萝岗万达广场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科丰路89号万达广场二层

屈臣氏广州番禺喜悦天地购物广场分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光明北路喜悦天地购物广场首层

屈臣氏广州海珠昌岗中路分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88号

屈臣氏广州白云太和中路分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中路86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西湖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西湖路38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龙珠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龙珠路41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番禺中二横路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贝岗村中二横路GOGO新天地广场二

期首层
02031044147

屈臣氏广州江南西人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26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滨江东路分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912-974号（双），红梅路2-6

号（双）
020841214941 

屈臣氏广州南沙万达广场店 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3号万达广场二层屈臣氏店铺 02039012654

屈臣氏广州番禺永旺梦乐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场街1号

屈臣氏广州卜蜂莲花店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二路2,4,6号首层

屈臣氏广州白云凯德广场店 中国广东广州白云区云城西路890号凯德云尚负二层

屈臣氏广州同乐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99号

屈臣氏广州天河优托邦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奥体南路12号优托邦广场首层

屈臣氏广州龙归金铂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岗路与一零六国道交汇处 02062718330

屈臣氏广州天河龙洞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15号

屈臣氏广州天河国金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友谊商店国金店

屈臣氏广州万民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沙路万民广场

屈臣氏广州南沙COCO店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沙路49号星河盛世

屈臣氏广州金铂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大街1号首层 020-36796985

屈臣氏广州天河新鸿基天汇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新鸿基天汇广场

屈臣氏广州白云夏茅金铂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厦路228号利嘉时代广场首层

屈臣氏广州天河新鸿基天环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负2层 02037276927

屈臣氏广州保利中环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18号保利中环广场

屈臣氏广州花都区新华街店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天贵路46号百花广场首层

屈臣氏广州白云东平时代都荟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东平中路5号时代都荟

屈臣氏广州江夏新天地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江夏村北二路自编29号首层 02037417539



屈臣氏广州黄埔百佳购物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08号百佳购物广场一层101铺（铺

位编号1F-15）
020-82593183

屈臣氏广州晓港湾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北晓港湾英华街27-55号首层101屈臣

氏店铺
020-89448636

屈臣氏广州富丽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大石街105国道大石路段257-259号富丽城首层 02061965061

屈臣氏广州下渡路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142号102铺屈臣氏店铺 020-34133767

屈臣氏广州六福广场店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金聚街1-19号（单号）六福广场首层自编号

116铺屈臣氏店铺
020-22067050

屈臣氏广州龙骏广场店 广州市增槎路1066号龙骏广场首层屈臣氏店铺

屈臣氏广州乐峰广场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榕景路107号乐峰广场地下室B2147-

B2152
020-89303633

屈臣氏广州华海店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232号华海大厦首层

屈臣氏广州名店城店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三路11号海印自由闲名店城首层 020-83825452

屈臣氏广州海珠区粤信大厦店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恒信路信和街16号粤信大厦首层屈臣氏

店铺
020-89030915

屈臣氏广州从化欣荣宏店 广州从化市从城大道欣荣宏国际商贸城A区B栋首层 020-37937063

屈臣氏广州番禺荔园新天地店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龙岐村西环路1502-1516号荔园新天地首层 

屈臣氏店铺
02039029972

屈臣氏广州增城万达店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增城大道69号万达广场二层 屈臣氏店铺

屈臣氏广州新市天地店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萧岗南街45号C座103铺 020-36293464

屈臣氏广州花都摩登百货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72号摩登百货首层

屈臣氏广州三元里大道分店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842号103房屈臣氏 020-86273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