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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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哈根达斯

刷中信信用卡消费享88元品脱半价优
惠，享0.6KG蛋糕直减100元优惠

1、本活动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每位
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优惠；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全国机场店、加盟店除外
4、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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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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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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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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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
人刷卡消费享手调类饮品(中杯或大
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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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机场店除
外。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2017年2月15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摩尔城 金鲨360铁板烧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享满100减50优惠

1、酒水、特价、特例商品、特殊节假日（4月1
日、5月3日除外）,                                                                            
2、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2次优惠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2017年1月1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首义/江汉路 凯威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享满100减50优惠

1、仅限大神菜品使用，锅底、调料、酒水、饮
料、特价、特例商品、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
月1日、2月4日、2月8日、2月11日、4月1日、5
月3日除外；
2、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2次优惠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2017年2月15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菱角湖 百年川椒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享菜品满150减75优
惠

1、锅底、海鲜、调料、酒水、餐位费、特价、
特例商品、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月1日、2月
4日、2月8日、2月11日、4月1日、5月3日除
外）,              2、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2次优惠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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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2017年4月19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江汉路/汉街万达 猫山王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享满100减50优惠

1、果肉、特价、特例商品、特殊节假日（1月28
日，2月1日、2月4日、2月8日、2月11日、4月1
日、5月3日除外）,                                 
2、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2次优惠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2017年4月19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元祖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
至门店刷卡消费享满100减50优惠

1、特价、特例商品、特殊节假日（1月28日，2
月1日、2月4日、2月8日、2月11日、4月1日、5
月3日除外）,                                      
2、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2次优惠权益；
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5、VISA全币通卡、顺风VISA联名卡、美国运通
白金卡、返利卡、Uber联名卡不参与活动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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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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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根达斯武汉天地店 武汉市江岸区卢沟桥路68号武汉天地A4地 027-82725576

哈根达斯武汉汉街店 武汉市武昌区万达汉街广场汉街110号 027-87110622

哈根达斯武汉来福士店 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8号凯德广场一层 027-83738767

哈根达斯武汉世界城店 武汉市珞瑜路世界城广场1F1021号 027-88186396

哈根达斯武汉王家湾店 武汉市龙阳大道特6号摩尔城B栋102-1 027-84686215

哈根达斯武汉江汉路店 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118号新世界百货时尚店一楼 027-82750013

哈根达斯武汉菱角湖万达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5号新华路万达广场1号门1楼 027-85800075

哈根达斯武汉银泰店 武汉市珞瑜路武汉珞珈创意城一层（群光广场对面） 027-87056919

哈根达斯武汉宜家店 武汉市工农路特1号荟聚武汉购物中心L11层3-11-26-SU 027-83377018

东田造型花园道店 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308号花园道艺术生活区二楼 027-85491668

东田造型武汉国广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90号武汉国际广场购物中心4楼C区411室 027-85491668

太平洋咖啡万达ole店 武汉市武昌区汉街万达百货B1楼Ole超市内 027-87335686

太平洋咖啡汉街店 武汉市武昌区汉街万达百货3楼 027-87337697

太平洋咖啡越秀星汇店 武汉市硚口区越秀星汇维港购物中心 027-59003547

太平洋咖啡F6店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05号福星惠誉F6漫时区 027-88017112

太平洋咖啡(光谷店） 武汉市洪山区光谷世界城购物广场一楼 027-87528367

COSTA咖啡武汉摩尔城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90号3楼C3-12 027-85517596

COSTA咖啡武汉首义店 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南国首义汇第一层93-95号商铺 027-86712716

COSTA咖啡武汉天地店 武汉市江岸区芦沟桥路48号9-1-18室 027-82291229

COSTA咖啡武汉奥特莱斯店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大道51号C-157号 027-61195567

COSTA咖啡武汉企业中心店 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628号企业中心5号一楼 027-82295828

COSTA咖啡武汉新世界百货国贸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6号新世界百货国贸店2F50-55号商铺 027-83938033

COSTA咖啡武汉世界城广场店 武汉市珞瑜路世界城广场一层102室 027-87399378

COSTA咖啡武汉中商广场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号中商广场B区1层和2层铺位 027-87897880

COSTA咖啡武汉奥山世纪城店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809号奥山世纪广场第一层13-15号商铺 027-86576858

COSTA咖啡大武汉1911店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589号1-1 027-85580186

COSTA咖啡武汉南国北都广场店 武汉市江汉区姑嫂树路南国北都城市广场1-45商铺 027-85503166

COSTA咖啡武汉凯德广场武胜店 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8号凯德广场武胜B1-01D 027-83648668

金鲨360铁板烧摩尔城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摩尔城A区4楼 027-84679808

凯威佳丽店 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818号佳丽购物广场4楼 027-82907077

凯威首义店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151号南国首义汇北区2-3楼 027-88063028

百年川椒 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488号万景国际1楼 027-85685177



DQ冰雪皇后武汉八一店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珞狮北路口中商平价店1F 027-87873345

DQ冰雪皇后武汉新佳丽店 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818号新佳丽时尚广场一层 027-82702563

DQ冰雪皇后武汉永旺梦乐城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潭大道1号-奥园西路2号 027-59608305

DQ冰雪皇后武汉菱角湖万达店 武汉市新华下唐家敦菱角湖万达3F 027-85690675

DQ冰雪皇后武汉群星城店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120号群星城中庭2楼 027-86828825

DQ冰雪皇后武汉徐东销品茂店 武汉市徐东大街18号武汉销品茂一层铺位1108-09 027-68898107

DQ冰雪皇后武汉东沙万达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楚河汉街90号 027-87110906

DQ冰雪皇后武汉汉街购物中心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旅游区K5地块汉街万达广场四层4001号商铺 027-87107677

DQ冰雪皇后武汉百联奥特莱斯店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大道51号武汉百联奥特莱斯 027-59001102

DQ冰雪皇后武汉光谷新天地店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以东长城“光谷天地”项目 027-87568199

DQ冰雪皇后武汉光谷二店 武汉市光谷世界城项目西班牙风情街E幢一层130号      027-87677258

DQ冰雪皇后武汉光谷大洋店 武汉市东湖技术开发区光谷世界城光谷街3号－1区－101 027-87418527

DQ冰雪皇后光谷世界城店 武汉市珞喻路766光谷世界城负一楼冰雪皇后 027-87742316

DQ冰雪皇后武汉南湖店 武汉市武昌路丁字桥南路518号南国 南湖城市广场 027-88709376

DQ冰雪皇后咸宁金诚沃尔玛店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区温泉路沃尔玛1F 0751-8189118

DQ冰雪皇后武汉中山大洋店 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大洋百货一楼 027-82450353

DQ冰雪皇后武汉吉庆街店 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679号吉庆民俗街1号楼2-105商铺 027-88188688

DQ冰雪皇后武汉凯德广场店 武汉市硚口区凯德广场负一楼冰雪皇后 027-83887991

DQ冰雪皇后武汉武商摩尔店 武汉市江汉区武商广场摩尔城7F 027-85516508

DQ冰雪皇后武汉奥山世纪城店 武汉市和平大道奥山世纪城一楼中庭 027-86569677

DQ冰雪皇后武汉众园广场店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武商众园广场1F-C1033 027-86585468

DQ冰雪皇后黄石万达店 湖北省黄石市黄湖大道30号万达广场3楼冰雪皇后店 0714-3293969

DQ冰雪皇后黄石摩尔城店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武汉路193号摩尔城A栋1楼DQ冰雪皇后店 0714-3865036

DQ冰雪皇后武汉摩尔城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6号武汉摩尔城C1-056店铺 027-84777568

DQ冰雪皇后武汉钟家村店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27号新世界百货2楼18-19 027-84773757

DQ冰雪皇后武汉宜家店 武汉市硚口区长宜路特1号荟聚购物中心2F冰雪皇后 027-83375663

DQ冰雪皇后武汉西汇店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01号 027-83998326

DQ冰雪皇后武汉汉口城市广场店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汉口城市广场A区1楼 027-82778565

DQ冰雪皇后孝感保丽店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长征路保丽广场1楼 0712-2365582

DQ冰雪皇后武汉海林广场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三秀路与东吴大道交汇处海林广场1F 027－83296567

DQ冰雪皇后武汉经开万达店 武汉市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万达广场2F 027-84898995

DQ冰雪皇后武汉中南商业城店 武汉市中南路地铁站C出口中南商业城 027-86657108

DQ冰雪皇后荆门万达店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与体育馆交汇处万达广场3楼 DQ冰雪皇后 0724-2443022

DQ冰雪皇后武汉沌口永旺店 武汉市沌口开发区江城大道388号永旺梦乐城1-165 027-84786075

猫山王江汉路店 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756号大洋百货07号 027-82456988

猫山王汉街万达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汉街万达广场负一楼 027-87338007

元祖中华路码头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1号阳光屋一楼商铺 027-83732976

元祖常青路店 武汉市江岸区常青路284号(居然之家一楼门面 ) 027-59310827

元祖城市广场店 武汉市江汉区后湖大道汉口城市广场二期B6区 027-83903177

元祖沌口店 武汉市汉阳区湘隆时代商业中心A区1楼(宁康路与车城北路交叉路口) 027-84890305

元祖文治街店 武汉市武昌区文治街武昌府维佳佰港城(2号门旁) 027-87875377

元祖吉庆街店 武汉市江汉区江汉二路156号吉庆民俗街一期5-106(黄石路与中山大道交汇处) 027-82837177

元祖武汉一中店 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站前北路特一号京华时代商铺(武汉一中正对面) 027-85679377

元祖彭刘杨路店 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232号（市三医院对面） 027-88016681

元祖吴家山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东西湖大道金鼎湾一层 027-83097997

元祖书城路店 武汉市武昌区书城路18号（名仕一号103号商铺） 027-85359120

元祖建设大道店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937号(建设大道家乐福1楼) 027-82635799

元祖都市工业园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41号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皇经堂批发市场对面) 027-83875517

元祖民族大道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128号（中商平价一楼） 027-87778162



元祖青山店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工业三路8号(双洞旁边) 027-86300326

元祖宝丰路店 武汉市江汉区宝丰二路9号(宝丰时代大厦旁) 027-83609441

元祖水果湖店 武汉市江汉区水果湖鹰台步行街15-16号（近欧式一条街） 027-87311016

元祖永清街店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340号永清街永清城1楼 027-51488082

元祖关山大道店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477号光谷天地F3区一层005号铺位 027-86735013

元祖街道口店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20号（武昌新世界百货对面阜华大厦一楼） 027-87162396

屈臣氏武汉水岸国际商业街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福星惠誉水岸国际（长江隧道口）F6漫时区项目3号

楼一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阳逻新天地店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557号高潮村新港新天地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洪山虎泉创意坊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卓刀泉路15号虎泉创意坊首层 027-88216671

屈臣氏武汉蔡甸中核店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姚家山开发区凤凰路1号中核大厦首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硚口宜家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工农路特1号英特宜家广场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万达广场店 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旅游区K5地铁二层 027-87110545

屈臣氏武汉经开永旺梦乐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城大道永旺梦乐城首层A110B铺位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江汉璇宫商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一路璇宫商场首层 027-59598630

屈臣氏武汉汉阳人信汇店 湖北武汉汉阳龙阳大道58号人信汇首层8-111A号、8-111B号 027-84361288

屈臣氏武汉汉阳银座店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9号汉商银座首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洪山银泰店 湖北武汉洪山区珞瑜路33号银泰城购物中心负一层 027-59711707

屈臣氏武汉东湖高新金地雄楚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雄楚大道888号首层金地中心城雄楚1号 027-87781528

屈臣氏武汉东西湖海林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650号海林广场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新洲摩尔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新洲摩尔城首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硚口西汇二期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解放大道201号 027-83998558

屈臣氏武汉江汉路地铁站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叉口处地铁江汉路站负一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维嘉佰港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文治街与丁字桥南路交汇处维嘉佰港城一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南湖时尚城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政院居委会茶山刘南湖时尚城一层 027-87201355

屈臣氏武汉江夏九全嘉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与北华街交汇处九全嘉购物广场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汉阳世贸店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地区世茂锦绣长江二期沿江商业地下室栋负一层178室

和179室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洪山保利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332号保利时代广场一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三鸿乐都汇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与石牌岭路交汇路口三鸿乐都汇一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武昌万隆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涂家沟特1号1层1号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硚口凯德西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18号凯德西城负一层屈臣氏店铺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光谷国际广场店 武汉东湖高新珞瑜路与鲁磨路口光谷国际一楼 027-86659746

屈臣氏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分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百味小吃城首层 暂未安装

屈臣氏武汉洪山地铁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广场地铁站负一层 027-87268608

屈臣氏武汉青山商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544号青山商场首层 027-86312973

屈臣氏武汉江汉崇光百货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374号SOGO百货1楼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武昌亚贸店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8号武商亚贸广场购物中心首层 027-87880993

屈臣氏武汉徐东新百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路7号新世界百货首层 027-51891590

屈臣氏武汉光谷大洋店 武汉光谷世界城光谷街3号-1区-101号光谷大洋百货 027-87418552

屈臣氏武汉佳丽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道818号佳丽广场首层 027-82702879

屈臣氏武汉西汇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解放大道201号西汇生活广场一区首层屈臣氏 027-83998558

屈臣氏武汉龙阳大洋百货店 武汉汉阳区十升路特1号大洋百货负一层 027-84458698

屈臣氏武汉21世纪购物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577号21世纪购物中心 027-84632635

屈臣氏武汉铜锣湾百货店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27号一层 027-84833350

屈臣氏武汉世贸店 武汉解放大道686号世贸广场地下一层 027-85449446

屈臣氏武汉时尚名都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横路11-13号时尚名都首层 027-87844766

屈臣氏武汉中南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3号领秀中南大厦首层 027-87332622

屈臣氏武汉中商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4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4号银泰百货一楼 027-87260012

屈臣氏武汉销品茂店 武汉市徐东大街18号武汉销品茂2/F 027-68898245

屈臣氏武汉假日乐园店 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464号 027-88910159



屈臣氏武汉江汉大润发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257号 027-85860783

屈臣氏武汉黄陂黄陂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黄陂大道黄陂广场E幢一层 027-61106085

屈臣氏武汉江汉菱角湖万达广场店 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5号菱角湖万达广场首层 027-85690387

屈臣氏武汉武昌区南湖广场店 武汉南湖建安街与丁字桥南路交汇处南湖城市广场首层 027-88100376

屈臣氏武汉洪山区未来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147号未来城 027-87571167

屈臣氏武汉武昌五环峰百货店 湖北武汉武昌区解放路338号首层 027-88851317

屈臣氏武汉东湖高新光谷天地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以东首层 027-87461319

屈臣氏武汉江汉南国北都店 湖北省武汉江汉区姑嫂路12号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洪山乐天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狮城广场首层 027-87779820

屈臣氏武汉汉阳摩尔城店 湖北武汉汉阳龙阳大道特6号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洪山华罗利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纺织路1号首层 027-87226131

屈臣氏武汉江汉长盛大厦店 武汉江汉路步行街122-124号一层 027-82754926

屈臣氏武汉洪山波波城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357号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硚口凯德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中山大道238号负一层 027-83731427

屈臣氏武汉经开万达店 湖北省武汉市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110号万达广场一层 027-84701178

屈臣氏武汉江夏宜佳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兴新街219号 027-81330599

屈臣氏武汉北冰洋城市广场店 武汉东西湖区吴家山街四明路106号北冰洋城市广场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武汉江汉大洋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756号负一层 027-82456906

屈臣氏武汉江汉汉商新武展购物中心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374号负一层 027-85816166

屈臣氏武汉东湖高新爱尚地一站店 武汉东湖高新光谷街3号世界城光谷步行街1栋G1单元负一层 027-87774410

屈臣氏武汉江汉区江汉路步行街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31-33号首层和二层 027-82808078

屈臣氏武汉武昌区汉街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79号 027-87846667

屈臣氏武汉东湖开发区珞瑜路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726号负一层430000 027-87171348

屈臣氏武汉武昌区余家头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809号奥 山世纪广场首层 027-86335600

屈臣氏武汉江汉区西园店 湖北省武汉市万松园路100号屈臣氏店铺 027-85855298

屈臣氏武汉珞瑜路二店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766号世界城广场负一层B111、B112铺位 027-87866662

屈臣氏武汉江岸南国汉口城市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与建设大道延长线交汇处南国城市广场1楼屈臣氏店

铺

屈臣氏武汉江夏中百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华路37号中百广场一层屈臣氏店铺 027-81330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