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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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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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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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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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东田造型

逢每周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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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2017年1月25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
大悦城

ShoppingMall
韩罗苑（大悦城

店）

逢每周三，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

惠，最多优惠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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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水、饮料、火炉、小料、湿巾、
特价菜除外，不与店内其它优惠同时享受，
特殊节假日除外（2017年2月1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30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2月4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大悦城

ShoppingMall
望湘园（大悦城

店）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满150元直减75

元优惠，最多优惠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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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水、饮料、特价菜除外，不与店
内其它优惠同时享受，特殊节假日除外
（2017年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303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大悦城

ShoppingMall
七番地（大悦城

店）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满100元直减50

元优惠，最多优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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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定食除外，不与店内其它优惠同
时享受，特殊节假日除外（2017年1月28日
、2月1日、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20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大悦城

ShoppingMall
羴兄弟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满100元直减50

元优惠，最多优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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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除外，不与店内其它优惠同时享
受，特殊节假日除外（2017年1月28日、2月
1日、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20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25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
滨江道-小白楼购物

街区
韩罗苑（乐宾店）

逢每周三，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

惠，最多优惠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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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水、饮料、火炉、小料、湿巾、
特价菜除外，不与店内其它优惠同时享受，
特殊节假日除外（2017年2月1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20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滨江道-小白楼购物

街区
2016贰零壹陆（乐

宾店）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单人自助五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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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次限享一次优惠，不与店内其它
优惠同时享受，（2017年1月28日、2月1日
、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60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3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滨江道-小白楼购物

街区
贰楼小厨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满100元直减50

元优惠，最多优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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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水、饮料、特价菜除外，不与店
内其它优惠同时享受，特殊节假日除外
（2017年1月28日、2月1日、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32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5月17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滨江道-小白楼购物

街区
弄堂里（国贸店）

逢每周三、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至门店刷卡享满100元直减50

元优惠，最多优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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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海鲜、甜品、特价菜除外，不与
店内其它优惠同时享受，特殊节假日除外
（2017年1月28日、2月1日、4月29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210名客户,
每权益日限前10名客户参与活动。

天津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
滨江道-小白楼购物

街区
大渔（国贸店）

逢每周三，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享单人自助直减50元优

惠，最多优惠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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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次限享一次优惠，不与店内其它
优惠同时享受，特殊节假日除外（2017年2
月1日）；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限前400名客户。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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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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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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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海信店）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188号海信广场一层 022-23198189

哈根达斯（武清店）
天津市武清区前进道北侧佛罗伦萨小镇京津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一层Bar--N3

哈根达斯
022-59698246

哈根达斯（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1F_20号 022-58100308

哈根达斯（银河店）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天津银河国际购物中心一层L1-046-1 022-83887286

哈根达斯（阳光新业店）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25号一层A121号 022-88312118

哈根达斯（意风街店） 天津市河北区自由道意式风情街56号商铺 022-24462272

哈根达斯（梅江永旺店）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111号梅江永旺商场NO.164地上一层哈根达斯 022-58710753

哈根达斯（津汇店） 天津和平区南京路189号津汇广场L1-01 022-83191095

哈根达斯（仁恒店） 天津市东马路135号地上一层1-09店铺 022-59908389

哈根达斯（爱琴海店）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160号爱琴海购物中心 022-58537780



太平洋咖啡（南京路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1号世纪都会商场负一层B1116-B1117号店铺 022-23469581

太平洋咖啡（大悦城一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1F-55商铺 022-58100677

太平洋咖啡（大悦城二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1F-D21商铺 022-58100618

太平洋咖啡（和平店）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天津恒隆广场商场 [ B1F-B059 ]号铺位 022-59905899

太平洋咖啡（火车站店） 天津市河北区新纬路1号天津站内二层高架候车室东侧 暂无

COSTA咖啡（国际商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11号国际商场B座一层   022-27820778 

COSTA咖啡（时代奥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时代奥城A区5号楼一层 022-58112919   

COSTA咖啡（伊势丹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08号现代城伊势丹百货B2层                  022-27188562 

COSTA咖啡（水游城店）  天津市红桥区大丰路鹏欣水游城F1AN12 022-58301215

COSTA咖啡（友谊精品广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友谊精品广场1层costacoffee 022-60828289

COSTA咖啡（乐天百货文化中心店）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乐天百货1楼 022-58908035

COSTA咖啡（友谊新天地店）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208号友谊新天地广场2楼 022-60861112

COSTA咖啡（今晚报大厦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358号今晚报大厦1楼（近金泽酒店） 022-87381696

COSTA咖啡（佛罗伦萨店） 天津市武清区佛罗伦萨小镇大运河步行广场北Bar-N1 022-59698249  

COSTA咖啡（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1F-30  022-58100420 

COSTA咖啡（新意街店）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32-34号（意式风情区爱神广场） 022-86259119 

COSTA咖啡（新世界店）
 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138号天津时尚新世界购物广场010050A和0101110B号

商铺 
022-27355960

COSTA咖啡（奥特莱斯店）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98号（东二道）奥特莱斯A5-107 022-59265096

COSTA咖啡（远洋未来广场店）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71号1F-10、11、12 022-59661189

COSTA咖啡（红星爱琴海店） 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东路68号爱琴海购物中心 022-58711078

COSTA咖啡（熙悦汇店）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与快速路交口熙悦汇广场一楼 022-87809385

东田造型（恒隆店） 天津市兴安路166号恒隆广场5楼5027 022-59905596

韩罗苑（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大悦城北区4楼 022-27251112

望湘园（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大悦城北区4楼 4006608517

七番地（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大悦城IF街区 022-87288777

羴兄弟 天津市南开区荣业大街39号新南市商业街A01 022-83657788

韩罗苑（乐宾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28号乐宾百货7楼 022-27168222

2016贰零壹陆（乐宾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28号乐宾百货6楼 022-83699888

贰楼小厨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世纪都会6楼 022-23469598

弄堂里（国贸店） 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39号凯德国贸购物中心3层12号 022-58535179

大渔（国贸店） 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39号凯德国贸购物中心3层 022-59907149

屈臣氏（武清友谊店）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津京公路与振华路交口友谊百货一层 022-60696916

屈臣氏（河东金地店）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56号紫乐广场2号楼首层 暂无

屈臣氏（静海好润来店） 天津市静海县胜利大街54号好润来商厦一层 暂无

屈臣氏（河东区缤纷广场首层店） 天津市河东区天山路97号缤纷购物广场首层 暂无

屈臣氏（河东嘉里中心店）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嘉里汇购物中心负一层 暂无

屈臣氏（河北狮子林大街店） 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200号友谊新都市百货首层加负一层 暂无

屈臣氏（欧亚达店） 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58号欧亚达商业广场一层 暂无

屈臣氏（河东红星美凯龙店） 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东路68号爱情海购物中心1F屈臣氏 暂无

屈臣氏（熙悦汇广场店）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与密云路交口熙悦汇购物中心一层 暂无

屈臣氏（红桥凯莱赛店）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段 暂无

屈臣氏（和黄世纪都会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1、183号（负一层） 暂无



屈臣氏（荔隆时代广场新店） 天津市武清区泉州路65号 暂无

屈臣氏（大润发店）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与紫金山路交口 暂无

屈臣氏（河北北宁湾店） 天津市河北区虹光路20号北宁湾 暂无

屈臣氏（东丽SM广场店） 天津市保税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168号一层 暂无

屈臣氏（和平大悦城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和平大悦城地下负一层 暂无

屈臣氏（和平滨江购物中心店） 天津市和平区开封道29号滨江购物中心一层 暂无

屈臣氏（津南月坛商厦店）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体育场路月坛新厦首层屈臣氏 022-60913756

屈臣氏（和平恒隆广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166号天津恒隆广场 022-59905331

屈臣氏（蓟县长信嘉龙购物广场店） 天津蓟县渔阳南路16号一层 022-29114881

屈臣氏（水游城店） 天津市红桥区大丰路鹏欣水游城 022-58719013

屈臣氏（时代广场店）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与南丰路交口东南侧天津时代广场首层 022-58698620

屈臣氏（欧乐店）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300号欧乐时尚广场首层 暂无

屈臣氏（麦迪逊广场店） 天津市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迎水道138号麦迪逊广场1层 022-23858842

屈臣氏（国际商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11号国际商场首层屈臣氏店铺 暂无

屈臣氏（万达广场店） 天津市河东区津滨大道57号首层 暂无

屈臣氏（麦购休闲广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211号麦购休闲广场一层 暂无

屈臣氏（朗香街店） 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88号 暂无

屈臣氏（南楼家世界店）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澳光大厦底商天津家世界（南楼店）首层 暂无

屈臣氏（嘉茂天津湾店） 天津市河西区南北大街1号101嘉茂天津湾首层 022-81261079

屈臣氏（天邦购物乐园店）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11号天邦购物乐园首层 暂无

屈臣氏（彩悦城阳光乐园店）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彩悦城阳光乐园首层 暂无

屈臣氏（新世界店） 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138号新世界商场首层屈臣氏店铺 暂无

屈臣氏（麦购时代广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荣业大街与南马路交口南马路11号麦购时代广场首层 暂无

屈臣氏（劝业场西南角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劝业场西南角店首层 暂无

屈臣氏（南开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大悦城B区地下一层 022-58100390

屈臣氏（宾水西道店） 天津市南开区奥城商业广场8-105锛?06 022-60976628

屈臣氏（怡乐天地店）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531号东侧博轩公寓8号楼怡乐天地购物中心首层 暂无

屈臣氏（八里台新天地店）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八里台新文化广场一层 暂无

屈臣氏（新业店）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25号新业广场二层 暂无

屈臣氏（永旺购物广场店铺店）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工业园区阜盛道1号永旺购物广场128铺 暂无

屈臣氏（东丽新业广场店）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开发区津塘公路南一经路东一层L1-23b 暂无

屈臣氏（河东远洋未来城店） 天津市河东区华捷道1号远洋未来城地下一层 暂无

屈臣氏（西青区永旺梅江购物中心店）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友谊南路111号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