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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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 哈根达斯

逢每周三、六至哈根达斯门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                        
活动1、88元品脱半价优惠；            
活动2、0.6KG蛋糕直减10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活动1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
优惠；                                 
3、活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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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洋咖啡

活动一：逢每周三、六，刷中信
信用卡享手调类饮品(大杯或超大
杯)买一送一优惠。
活动二：活动期间，每日享手调
饮品免费升杯优惠；

1、活动一：客户需刷卡验证后享受活动优
惠，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数量有
限，兑完即止；
2、活动一与活动二优惠不重复享受；
3、手调饮品不含冰滴咖啡、手冲咖啡、酒咖
啡及瓶装饮料，所赠饮品价格不高于所买产
品；
4、活动二：中信借记卡及中信信用卡均可参
与；

—— 东田造型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刷卡消费满
200直减100元，最高直减10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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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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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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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屏街购
物中心

莱茵家乐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享自助餐原价5折

1、自助餐午餐原价79元/位；晚餐99元/位；
2、每客户每月限两次参与权益；      
3、数量有限，先到先；                   
4、不与店内优惠同享。

禾绿回转寿司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汇都店、嘉年华店、正义店、公园店春节
期间不参与活动（1月27-1月30日）。

欧买嘎VR俱乐部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享指定套餐5折
（80元）

1、套餐内容：VR一个小时+饮品（人均一
杯）  + 一份零食；
2、每客户每月限两次参与权益；      
3、数量有限，先到先；                  
4、不与店内优惠同享。
5、春节期间商户放假不参与活动（1月27-1
月
30日）。

炉鱼顺城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昆明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南屏街购
物中心

牛物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南亚购物
中心

炉鱼红星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万岁寿司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曲靖商圈

红蕃干锅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最高直减50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春节期间商户放假不参与活动（1月27-2
月
2日）。

潮辣重庆老火锅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春节期间商户放假不参与活动（1月25日-
2月2日）。

德克士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验证后刷卡消费满50直减25元，
最高直减25元。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昆明
2017年3月20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玉溪商圈

德克士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满50立减25元优惠,最高
优惠25元。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万岁寿司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满100立减50元，满200
元立减100元优惠，最高优惠100
元。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台北帮厨牛排沙拉
吧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享5折优惠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每客户每次限
刷2位；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萨米清真餐吧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满100立减50元，满200
元立减100元优惠，最高优惠100
元（特价及酒水除外。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甲猜泰式火锅（美
佳华广场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满100立减50元，满200
元立减100元优惠，最高优惠100
元。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莱茵春天（美佳华
广场店）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指定门店
刷卡消费满100立减50元，满200
元立减100元优惠，最高优惠100
元。

1、活动需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方可参
加；                                       
2、每客户每月限参与2次活动；
3、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昆明昆百大店 昆明市东风西路昆百大新天地一楼 0871-66370881/0871-66370882

哈根达斯昆明金格店 昆明市北京路985号金格百货商场一楼 0871-63332986

哈根达斯昆明南亚店 昆明市滇池路569号，首层A1-1F-39/40/41商铺 0871-64600878

哈根达斯昆明新都龙城店 昆明市北京路1079号，欣都龙城1-001商铺 0871-65516141

哈根达斯昆明西山万达店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万达广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4640878

哈根达斯昆明金格奥莱店 云南省昆明市前卫西路金格奥特莱斯商场一层哈根达斯 0871-65365878  

太平洋咖啡昆明山茶坊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86号C86山茶坊一楼 0871-63388381



东田造型昆明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3层D区D2-D6 0871-67125556

莱茵家乐（新西南店）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与青年路交叉口新西南商业大厦6楼 0871-65368687

莱茵家乐（百大新天地店） 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99号南屏步行街百大新天地8楼 0871-63644657

禾绿汇都店 昆明市白塔路131号金格负一楼B2 0871-63114636

禾绿新西南店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与青年路交叉口新西南商业大厦西区六楼 0871-63103483

禾绿顺城店 昆明市五华区南屏步行街顺城购物中心负一楼 0871-63524932

禾绿世纪城店 昆明市世纪金源大道1号负一楼 0871-67271692

禾绿嘉年华店 昆明市北京路霖雨桥嘉年华4楼401 0871-65879003

禾绿南亚店 昆明市南亚风情第一城MALL5层 0871-64599476

禾绿正义店 昆明市五华区南屏步行街正义坊北馆4楼 0871-68072739

  禾绿公园店 昆明市前卫西路19号金格百货奥特莱斯店负一楼 0871-65170989

欧买嘎VR俱乐部 昆明市五华区市体育馆12门 13698728868

 炉鱼（顺城店） 昆明市顺城购物中心K座C区3楼02A号 0871-63631097

万岁寿司（金鹰店） 昆明市威远街168号金鹰B座5楼 0871-63199733

牛物 昆明市同德广场4楼 0871-67161866

炉鱼（红星店） 昆明市广福路红星爱琴海购物公园5楼5005号 0871-63200327

万岁寿司（南亚店） 昆明市滇池路南亚NEWMall四楼 0871-67161866

德克士 云南省曲靖市文化路1号 0874-3111266

红蕃干锅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交通路沃尔玛二楼 0874-8976108

潮辣重庆老火锅（麒麟巷店）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巷（原应用技术学院） 0874-3322802

潮辣重庆老火锅（麒麟嘉城店）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嘉城商业广场3楼 0874-3322575

德克士（百信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凤凰路14号 0877-2668993

德克士（美佳华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1号美佳华商业广场沃尔玛一楼 0877-2665345

德克士（百大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路17号 0877-2025788

万岁寿司 云南省玉溪市棋阳路极中心购物广场3楼 0877-2090988

台北帮厨牛排沙拉吧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街道凤凰路与棋阳路交叉口极中心A座

401
0877-2696666

萨米清真餐吧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气象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商务楼B区三楼 0877-8896161

甲猜泰式火锅（美佳华广场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1号美佳华商业广场3楼 0877-2068116

莱茵春天（美佳华广场店）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与东风中路交叉口美佳华广场2楼 0877-2069599

DQ冰雪皇后（昆明金鹰店） 云南省昆明市威远街168号金鹰B座2楼 0871-63148595

DQ冰雪皇后（昆明西山万达店）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888号昆明万达商业广场3F 0871-64564308

DQ冰雪皇后（昆明嘉年华店） 云南省昆明市霖雨路昆明嘉年华广场 0871-65150025

DQ冰雪皇后（昆明顺城店） 昆明市三市街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负一楼A-06号 0871-63620972

DQ冰雪皇后（昆明人民店）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67号 0871-68369132

DQ冰雪皇后（昆明景星店） 昆明市五华区钱王街001号商铺 0871-68369131

DQ冰雪皇后（昆明红星爱琴海店）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昆明红星爱琴海购物公园1楼 0871-64638890

DQ冰雪皇后（昆明海伦国际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与金源大道交汇处海伦国际1楼A151号 15752002312

DQ冰雪皇后（昆明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928号同德昆明广场负一楼 0871-65707690

DQ冰雪皇后（曲靖麒麟嘉城店）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子午路麒麟嘉城商场广场8-1-2商铺 0874-3280698

DQ冰雪皇后（个旧丽水金湾店）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中山路9号丽水金湾商场一楼D1-13商铺 0873-2197796

DQ冰雪皇后（文山光大店）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光大商业步行街光大商场 0876-2197879

DQ冰雪皇后（西双版纳万达店） 云南省景洪市万达国际度假区商业广场1楼 0691-2757608

屈臣氏昆明东方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东寺街东方广场首层商铺 0871-64185026

屈臣氏昆明龙泉家乐福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35-37号LQ1 06-19号铺 0871-65170665

屈臣氏昆明中汇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1127号中汇广场一楼 0871-65846527

屈臣氏昆明新世界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432号新世界百货负一层 0871-63174362

屈臣氏昆明正义路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正义路70号首层 0871-68369201



屈臣氏昆明顺城王府井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崇仁街15号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1F层 0871-63630640

屈臣氏昆明小西门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富春街98号美辰百货一楼 0871-63622503

屈臣氏昆明青年路苏宁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394号苏宁电器一楼 0871-63171425

屈臣氏昆明臻万百货店 西山区永昌办事处永联社区豆腐营村 0871-64190959

屈臣氏昆明正大风尚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二环西路与茭菱路交叉路口正大紫都城一楼(原正大

电子城)
0871-65389847

屈臣氏昆明南亚风情店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569号 087164596086

屈臣氏昆明安宁伊皇购物中心店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百花西路22号 0871-68681386

屈臣氏昆明五华正义坊二店 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路昆明老街正义坊A1幢负一层 0871-68369466

屈臣氏昆明VCPark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1079号欣都龙城首层 0871-65618416

屈臣氏昆明五华店 昆明五华威远街168号金鹰购物广场B座负一层 0871-63106814

屈臣氏昆明官渡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金源大道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屈臣氏店铺 0871-67154368

屈臣氏昆明五华天浩运动城店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金牛街交口处天浩运动 0871-63173204

屈臣氏昆明盘龙七彩METOWN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与白龙路交口处七彩METOWN 0871-63111227

屈臣氏昆明西山万达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前兴路万达广场二层 0871-68104470

屈臣氏昆明南窑珠宝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60号南窑珠宝广场 0871-63520672

屈臣氏昆明盘龙滨江俊园店 云南昆明盘龙区白云路与万华路交汇处滨江俊园首层 0871-65655332

屈臣氏昆明世纪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南屏街88号世纪广场 0871-63662849

屈臣氏昆明环城南路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262号云路中心E栋首层 0871-63307910

屈臣氏昆明曲靖麒麟嘉城店 中国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子午路与文笔路交汇处麒麟嘉城首层

屈臣氏昆明五华邦利百货店 云南昆明北市区银河片区嘉年华花园主体商场1层101号

屈臣氏昆明北京路第4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延长线1035号（家乐福） 0871-65715023

屈臣氏昆明KMPC海宏路分店 中国云南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海宏路22-30号公园1903购物广场1
层

0871-64329130

屈臣氏昆明新华书店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濂泉巷10号（新华书店）

屈臣氏昆明海伦城市广场店 中国云南昆明官渡广福路3332号海伦城市广场1层

屈臣氏昆明同德昆明广场购物中心店
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8号同德昆明广场购物中心负一

楼

屈臣氏昆明宜良愿景城市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鱼龙街与花园街交叉口东北侧愿景城市广场2

幢一层

屈臣氏昆明大都摩天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彩云北路3567号大都摩天购物中心负一层B-

001号

屈臣氏昆明七彩云南第一城店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吴家营中心片区七彩云南第一城1层

屈臣氏昆明五华东风西路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484号附10-13号首层

屈臣氏昆明悦成国际广场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悦城国际广场1楼屈臣氏

屈臣氏昆明KMPC和谐世纪分店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江东和谐家园B1幢10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