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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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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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银海元隆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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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中大国际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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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中大国际
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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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亨特国际
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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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海纳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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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恒峰步行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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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鸿通城购
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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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正德家邦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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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南国花锦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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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中大国际
广场

屈臣氏贵阳中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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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南国花锦
购物中心

屈臣氏贵阳南国花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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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新华都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延安东路
新华都购物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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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金阳国贸
广场

屈臣氏贵阳金阳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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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海纳广场
屈臣氏贵阳小河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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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亨特城市
广场

屈臣氏贵阳文昌路亨
特城市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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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鸿通城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鸿通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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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屈臣氏贵阳中山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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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智诚百货
屈臣氏贵阳云岩区智

诚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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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花果园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南明区花
果园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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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逸天城购
物中心

屈臣氏贵阳市南明区
逸天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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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星力百货
瑞金店

屈臣氏贵阳星力百货
瑞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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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万宜广场
店

屈臣氏贵阳花溪区中
投万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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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泉城生活
屈臣氏贵阳乌当区泉

城生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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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屈臣氏贵阳观山湖区
新世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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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
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
始

万科大都
会

屈臣氏贵阳珠江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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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中大国际

广场
屈臣氏贵阳中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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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南国花锦
购物中心

屈臣氏贵阳南国花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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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新华都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延安东路
新华都购物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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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金阳国贸

广场
屈臣氏贵阳金阳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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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海纳广场

屈臣氏贵阳小河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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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亨特城市

广场
屈臣氏贵阳文昌路亨

特城市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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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鸿通城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鸿通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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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屈臣氏贵阳中山西路

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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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智诚百货

屈臣氏贵阳云岩区智
诚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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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花果园购
物广场

屈臣氏贵阳南明区花
果园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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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逸天城购
物中心

屈臣氏贵阳市南明区
逸天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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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星力百货
瑞金店

屈臣氏贵阳星力百货
瑞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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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万宜广场

店
屈臣氏贵阳花溪区中

投万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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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泉城生活

屈臣氏贵阳乌当区泉
城生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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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屈臣氏贵阳观山湖区

新世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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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万科大都

会
屈臣氏贵阳珠江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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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南国花锦
购物中心

百度烤肉（南国花锦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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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亨特国际
购物广场

百度烤肉（亨特麦兜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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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保利逸天
城购物中

心
爱运动（逸天城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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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保利逸天
城购物中

心
汉拿山（逸天城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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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保利逸天
城购物中

心

百度烤肉（逸天城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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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花果园购
物广场

57℃湘（花果园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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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花果园购
物广场

百度烤肉（花果园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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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银海元隆
广场

57℃湘（银海元隆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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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银海元隆
广场

炉鱼（银海元隆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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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银海元隆
广场

百度烤肉（银海元隆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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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银海元隆
广场

矿火锅（银海元隆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120元及以上立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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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贵阳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贵州龙（贵阳市区门

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满40元及以上立减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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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优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
国运通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
与活动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逸天城店） 贵阳市市南路国贸保利逸天城首层哈根达斯 0851-85511003

哈根达斯（中大国际店） 贵阳市贵乌北路199号中大国际广场1F-L101号商铺 0851-86763039

哈根达斯（银海元隆店）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203号星力元隆广场一楼1F-05铺 0851-86878727

DQ冰雪皇后（中大店） 贵阳市云岩区贵乌北路187号中大国际购物中心1楼 0851-85823976

DQ冰雪皇后（亨特店） 贵州省贵阳市文昌南路亨特国际1F 0851-85635110

DQ冰雪皇后（海纳店） 贵州省小河区黄河路海纳广场一楼 0851-83891354

DQ冰雪皇后（恒峰店） 贵阳市中山西路58号恒峰步行街1-7门店 0851-85855538



DQ冰雪皇后（鸿通城店） 贵阳市解放路100号鸿通城L1M1-1铺 0851-88630711

DQ冰雪皇后（正德家邦店）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新天卫城正德家邦LG-01 0851-86404134

DQ冰雪皇后（南国花锦店）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民权路口南国花锦负一楼 0851-85823976

屈臣氏贵阳中大国际店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贵乌北路199号中大国际购物广场一层 0851-86768311

屈臣氏贵阳南国花锦店 贵阳市中华中路108号南国花锦负1层

屈臣氏贵阳延安东路新华都购物广场店 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物资大厦1层 0851-8577880

屈臣氏贵阳金阳国贸广场店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大道东侧贵阳世纪金源购物中心A幢一层
13号

0851-84775910

屈臣氏贵阳小河海纳广场店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黄河路42号海纳广场负三层 0851-3877712

屈臣氏贵阳文昌路亨特城市广场店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文昌南路都司路20-02-05地块（亨特城市广场
首层）

0851-85635079

屈臣氏贵阳鸿通城店 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路100号鸿通城 0851-8630781

屈臣氏贵阳中山西路分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58号恒峰步行街负一层C-12商铺 0851-5855887

屈臣氏贵阳云岩区智诚百货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2号 0851-5827148

屈臣氏贵阳南明区花果园购物中心店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彭家湾花果园购物中心店一楼 0851-85913664

屈臣氏贵阳市南明区逸天城店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42号逸天城项目负一楼 0851-85512663

屈臣氏贵阳星力百货瑞金店 贵州省贵阳市瑞金路50号星力百货瑞金店一楼

屈臣氏贵阳花溪区中投万宜店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东侧花溪万宜酒店一层

屈臣氏贵阳乌当区泉城生活店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197号的建筑物地面一层

屈臣氏贵阳观山湖区新世界店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路1号G4栋1层

屈臣氏贵阳珠江路分店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经开区珠江路万科大都会首层

百度烤肉（亨特麦兜店） 文昌南路亨特国际广场3楼 0851-85635098

爱运动（逸天城店） 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逸天城4楼 0851-85515558

汉拿山（逸天城店） 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逸天城4楼 0851-85512068

百度烤肉（逸天城店） 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逸天城4楼 0851-86833988

57℃湘（花果园店）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购物中心5楼 0851-85915657

百度烤肉（花果园店）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购物中心1楼 0851-85915909

57℃湘（银海元隆店） 贵阳市云岩区银海元隆购物广场3楼 0851-86889857

炉鱼（银海元隆店） 贵阳市云岩区银海元隆购物广场1楼 0851-86831618

百度烤肉（南国花锦店）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民权路口南国花锦七楼 0851-85866691

百度烤肉（银海元隆店） 贵阳市云岩区银海元隆购物广场1楼 0851-86838818

矿火锅（银海元隆店） 贵阳市云岩区银海元隆购物广场3楼 15285992364

贵州龙（富水北路店） 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50号 0851-85285178

贵州龙(飞山街店) 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214号附3号 0851-85280768

贵州龙（蓝波湾店） 贵阳市南明区文化路 0851-85833889

贵州龙（中华北路店） 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253号 0851-86822097

贵州龙（甲秀路店） 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26号B栋1楼 0851-85623888

贵州龙（民生路店） 贵阳市民生路集贸市场7号 0851-85822100

贵州龙（威清路店） 贵阳市云岩区威清路9号 0851-86522321

贵州龙（箭道街店） 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42号 0851-85847771

贵州龙（花果园店） 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50号 0851-85251783

贵州龙（中大店） 贵阳市云岩区中大国际-1层 0851-86728758

贵州龙（环南店） 贵阳市南明区青云路环南巷商住楼1号 0851-85564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