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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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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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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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太平洋咖啡

活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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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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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活动二：中信借记卡及中信信用卡均可参与
。

青岛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德广场

汤姆家牛排西餐厅青
岛凯德广场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刷卡消费享全
单满100元及以上立减50元优惠，最高直减50元

1、客户需参加活动前出示中信信用卡，刷卡记
次通过后，刷中信银行信用卡结账方可参加活
动；                                                                        
2、本活动不与店内其它优惠活动、优惠券或代
金券同时享受； 
3、活动仅限菜金部分使用。                      
4、本活动每客户每月限享受2次权益，每个活
动日限享受1次，2月1日、2月4日、2月11日不
参加活动。                                                                                                                                 
5、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青岛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凯德广场 土大力凯德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刷卡消费享全
单满100元及以上立减50元优惠，最高直减50元

1、客户需参加活动前出示中信信用卡，刷卡记
次通过后，刷中信银行信用卡结账方可参加活
动；                                                                        
2、本活动不与店内其它优惠活动、优惠券或代
金券同时享受； 
3、活动仅限菜金部分使用。                      
4、本活动每客户每月限享受2次权益，每个活
动日限享受1次，2月1日、2月4日、2月11日不
参加活动。                                                                                                                                 
5、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青岛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丽驰家乐福名达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刷卡消费享满
20元以上立减10元，最高直减10元

1、客户需参加活动前出示中信信用卡，刷卡记
次通过后，刷中信银行信用卡结账方可参加活
动；                                                                        
2、本活动不与店内其它优惠活动、优惠券或代
金券同时享受；                       
3、本活动每客户每月限享受2次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丽驰新业广场店

丽驰延吉路万达店

丽驰丽达店

丽驰乐客城店

青岛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DQ青岛黄岛家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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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青岛黄岛佳世客

DQ青岛城阳家佳源

DQ青岛李沧万达

DQ青岛李沧万达二店

DQ青岛李沧乐客城

DQ青岛百丽

DQ青岛延吉路万达店



青岛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
日

逢周三、周六

DQ青岛万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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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青岛香港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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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万象城店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甲华润中心万象城LG层G--137号商铺 0532-55575230

哈根达斯青岛海信店 青岛澳门路117号海信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店铺 0532-66788050

哈根达斯青岛奥帆店 青岛市燕儿岛路1号奥帆中心心海广场1F-10商铺 0532-68678866

哈根达斯青岛李沧万达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二号门 0532-67706060

哈根达斯青岛CBD万达店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6号CBD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 0532-55662445

COSTA青岛远洋大厦店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1号甲远洋大厦B座一层 266073 0532-85029686

COSTA青岛凯德店 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8号凯德商场二层15A 0532-80930089 

太平洋咖啡青岛香格里拉店      青岛市香港中路9号香格里拉中心1 层L103+L104单元 0532-68877161

太平洋咖啡青岛李沧宝龙广场店      青岛市九水路227号的李沧宝龙城市广场第一层的1081商铺 0532-58807196

太平洋咖啡青岛李沧万达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48号李沧万达商业广场一楼107号 0532-67706567

太平洋咖啡青岛新业广场店       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100号二层TD-5号商铺 0532-55717880

太平洋咖啡青岛艾美店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2号万达艾美酒店一层 0532-55717831

太平洋咖啡青岛乐客城  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1号B1-C-20 0532-58701231

太平洋咖啡青岛中心店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8号青岛中心广场L1-010号商铺 0532-66757286

太平洋咖啡青岛万象城店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中心万象城G-136 0532-55768571

太平洋咖啡青岛万象城2店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中心万象城L1层 L-143号铺位 0532-55667958

太平洋咖啡金鼎店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广场项目第一层的1F-07号 0532-58668625

汤姆家牛排西餐厅青岛凯德广场店 中国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6/18凯德MALL•新都心6楼 0532-80935707

土大力凯德店 中国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6/18凯德MALL•新都心4楼 0532-80938576

丽驰家乐福名达店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1号家乐福一楼 0532-83710726

丽驰新业广场店 青岛市北区辽阳西路100号新业广场2楼 0532-80917323

丽驰延吉路万达店 青岛市北区延吉路116号万达广场三楼 0532-83731098

丽驰乐客城店 青岛市李沧区乐客城负一楼 0532-58703086

丽驰丽达店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丽达购物中心2楼 0532-66718106

DQ青岛黄岛家佳源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长江中路井冈山路家佳源1F 0532-86995909

DQ青岛黄岛佳世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开发区长江中路与井岗山路交界东北侧419号第一层T130区 0532-86997972

DQ青岛城阳家佳源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136号一楼 0532-66793989

DQ青岛李沧万达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1层127铺 0532-67706086

DQ青岛李沧万达二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2层261A铺 0532-84670028

DQ青岛李沧乐客城 山东省青岛市夏庄路1号乐客城负一层冰雪皇后 0532-58661217

DQ青岛百丽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88号青岛百丽广场B1层78号商铺 0532-66061678

DQ青岛延吉路万达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6号CBD万达广场1层123商铺 0532-55570908

DQ青岛万象城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甲华润中心万象城B211号商铺 0532-55768727

DQ青岛香港东路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乙金狮广场L2-39号 0532-55716235

屈臣氏青岛利群长江商厦店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78号利群长江商厦首层 0532-86891621

屈臣氏青岛百盛商厦店 青岛中山路44-60号百盛B1

屈臣氏青岛百丽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88号百丽广场负一层 0532-66061336

屈臣氏青岛佳世客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72号佳世客F1 0532-85782113

屈臣氏青岛阳光新城市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100号首层 0532-80917318

屈臣氏青岛台东国美店 青岛市市北区台东一路37号G/F 0532-83613525

屈臣氏青岛大学店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22号 0532-68093157

屈臣氏青岛李沧宝龙城市广场店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以北，李村河以南，

屈臣氏青岛即墨宝龙城市广场店 青岛即墨市振华街88号

屈臣氏青岛大拇指广场店 青岛崂山区同安路880号大拇指广场二层

屈臣氏青岛李沧万达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48号 0532-67706556

屈臣氏青岛北台东六路店 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台东三路58号当代商城C区 0532-58878688



屈臣氏青岛崂山百货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向阳路65号崂山百货一层 0532-87891008

屈臣氏青岛李沧伟东乐客城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夏庄路7号 0532-58703930

屈臣氏青岛城阳巴黎春天奥特莱斯店 青岛市城阳区文阳路269号1号楼一层

屈臣氏青岛莱西利群商厦店 山东青岛莱西烟台路28号利群购物中心二层

屈臣氏青岛北方国贸购物中心店 青岛平度扬州路58号北方国贸购物中心1楼

屈臣氏青岛胶州科润城店 山东青岛市胶州广州南路26号科润城首层

屈臣氏青岛即墨市利群商厦店 青岛市即墨鹤山路144号利群商厦G/F

屈臣氏青岛城阳东方城购物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黑龙江中路2111号东方城购物广场

屈臣氏青岛黄岛永旺购物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419号佳世客二层 0532-86993936

屈臣氏青岛李沧银座和谐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向阳路116号银座和谐广场首层 0532-66088186

屈臣氏青岛万象城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甲、6号乙华润万象城购物中心地下一层 053255575891

屈臣氏青岛合肥路永旺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672号佳士客三层

屈臣氏青岛胶州宝龙新铺店 山东省胶州市福州路与扬州路交汇处宝龙广场一层 053258651268

屈臣氏青岛丽达店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丽达广场一层 053266717069

屈臣氏青岛黄岛维客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127号,维客购物广场一层

屈臣氏青岛金狮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乙,金狮购物广场负一层

屈臣氏青岛悦荟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路269号，悦荟广场一层

屈臣氏青岛凯德新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8号凯德负一层屈臣氏

屈臣氏青岛万达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16号,万达广场二层 0532-55563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