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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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万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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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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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万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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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万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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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土大力韩国料理

逢每周三、周六至土大力韩国料
理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享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

元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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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理想国度书咖

逢每周三、周六至理想国度书咖
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

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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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李白川式料理

逢每周三、周六至李白川式料
理，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

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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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飘飘鱼仙火锅

逢每周三、周六至飘飘鱼仙火
锅，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

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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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天香百合创艺餐厅

逢每周三、周六至天香百合创意
餐厅，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享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

100元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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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好利来

逢每周三、周六至好利来，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单
笔消费满50元立减25元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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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广场华联
、万达广

场
AILI爱的礼物

逢每周三、周六至AILI爱的礼
物，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单笔消费满50元立减25元

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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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万达广场

四季渔歌（万达
店）

逢每周三、周六至四季渔歌（万
达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刷卡消费享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

100元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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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万达广场 501悦绿茶

逢每周三、周六至501悦绿茶，中
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
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现金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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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万达广场 501花漾泰国菜

逢每周三、周六至501花漾泰国
菜，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享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0元

现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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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华联广场 屈臣氏兰州华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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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西单商场
屈臣氏兰州西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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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王府井商

场
屈臣氏兰州瑞德摩

尔店

兰州 虹盛商场
屈臣氏兰州西固虹

盛百货店

兰州
大润发广

场
屈臣氏兰州雁滩华

孚泰广场店

兰州 倚能广场
屈臣氏兰州西站倚

能假日店

兰州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万辉广场
屈臣氏兰州西站万

辉国际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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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211400。

兰州 万达广场
屈臣氏兰州城关万

达广场店

兰州
屈臣氏兰州永昌路

皇后大道店

兰州 金牛街
屈臣氏兰州金牛街

店

兰州
屈臣氏兰州宝迪文

郡店

兰州 国芳百货
屈臣氏兰州国芳百

货店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国芳店）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首层L125号商

铺 （哈根达斯）
0931-4630056

哈根达斯（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1013号哈根达斯 0931-8557687

太平洋咖啡（万达金雁巷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220号万达金雁巷25-1 0931-4617913

DQ冰雪皇后（华联店）
兰州市平凉路677号北京华联购物中心一层(北京华联购物中心一

楼)
0931-8816393

DQ冰雪皇后（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4F4006号商铺 0931-8556972

好利来（广场东口店）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48号 0931-8876246

好利来（铁路局店） 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3号 0931-8894838



AILI爱的礼物（南口店）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39号 0931-8876643

AILI爱的礼物（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万达广场一楼 0931-8388186

土大力韩国料理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华联购物中心4楼F4 0931-6115558

理想国度书咖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华联购物中心2楼 13359311080

李白川式料理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华联购物中心4楼F4 0931-8724540

飘飘鱼仙火锅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华联购物中心4楼F4 0931-8175211

天香百合创艺餐厅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60号省政府礼堂西侧（民航售票处向西

100米路北）
0931-6160008

四季渔歌
（万达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万达广场三楼 0931-6130999

501悦绿茶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三层 0931-8509501

501花漾泰国菜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68号万达广场三层 0931-8471068

屈臣氏兰州华联店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华联商厦 0931-8838143

屈臣氏兰州西单商场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临夏路5号 0931-8452155

屈臣氏兰州瑞德摩尔店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1681号一层 0931-8662518

屈臣氏兰州西固虹盛百货店 兰州市西固区庄浪西路174号首层 0931-7216556

屈臣氏兰州雁滩华孚泰广场店 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3113号 0931-8534845

屈臣氏兰州西站倚能假日店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575号 0931-2231015

屈臣氏兰州西站万辉国际广场店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349号首层 0931-4283763

屈臣氏兰州城关万达广场店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万达广场二层2038B 0931-8527423

屈臣氏兰州永昌路皇后大道店 甘肃省兰州城关区张掖路街道永昌路268号皇后大道首层 18153691710

屈臣氏兰州金牛街店 甘肃兰州安宁区金牛街北段18号楼首层 0931-4539408

屈臣氏兰州宝迪文郡店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安宁东路宝迪文郡楼屈臣氏店一层

屈臣氏兰州国芳百货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方红广场国芳百货商场二层屈臣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