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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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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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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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威高广场 泉道会馆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单人门票五折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每卡每次限一人享受优惠；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
、每天限前15名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苏宁电

器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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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威高广场
屈臣氏威海环翠威

高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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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高新利

群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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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荣成振

华商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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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文登利

群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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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乳山利

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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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威海九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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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苏宁电

器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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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威高广场
屈臣氏威海环翠威

高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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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高新利

群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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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211400。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荣成振

华商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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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文登利

群购物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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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211400。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乳山利

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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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屈臣氏威海九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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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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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4乐天百货一层 0631-3661668

东田造型 威海市环翠区光明路69号两岸时尚名店306室 0631-5203688



泉道会馆 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号 0631-3850111

屈臣氏威海苏宁电器广场店 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18号苏宁电器广场1层 0631-3965588

屈臣氏威海环翠威高广场店 威海市新威路17号环翠区威高广场一层 0631-5216559

屈臣氏威海高新利群购物中心店 威海高新区文化西路166号利群购物中心一层 0631-5661271

屈臣氏威海荣成振华商厦店 荣成市文化东路6号振华商厦一层 0631-3617167

屈臣氏威海文登利群购物中心店 威海文登昆嵛路1号利群购物中心一层 0631-8465169

屈臣氏威海乳山利群店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商业街47号利群商厦一层 0631-6650811

屈臣氏威海九龙城店 山东省威海市大庆路53号 0631-5987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