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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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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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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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立减100元。（最高减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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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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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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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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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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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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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特殊节假日除

外）

中山路商
圈

黄记煌三汁焖锅
（宜兴万达广场

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至门店
刷卡消费满150元立减75元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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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酒水饮料除外；  
5、1月28日及2月1日除外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中山路店） 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218号锦江大酒店一楼中山店 0510-82702729 

哈根达斯（南长街店） 无锡市南长区南下塘9号南长店 0510-85059079

哈根达斯（惠山万达广场店) 无锡市惠山区吴韵路321#无锡惠山万达广场1021／1022铺（万达广场2#
门旁）惠山万达店   

0510-81198126

哈根达斯（奥特莱斯店) 无锡市锡勤路18-28号奥特莱斯1层A2-107（哈根达斯店铺） 0510-81858156



哈根达斯（滨湖万达广场店) 无锡市梁溪路35号万达广场1-38B   0510-85868627

哈根达斯(万象城店) 无锡市滨湖区金石路88号万象城 0510-85062526 

哈根达斯(荟聚店) 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英特宜家购物广场2楼（8-11-01-R）
   

0510-88259266

哈根达斯(宜兴万达广场店) 无锡宜兴市东虹路550号万达广场一楼。    0510-87055513

哈根达斯(江阴万达广场店) 江阴市人民西路307号万达广场一楼1027-1028号商铺。 0510-86001878

东田造型（万象城店） 无锡市滨湖区金石路88号万象城三楼 0510-82731618

东田造型（恒隆广场店） 无锡市人民中路139号恒隆广场6楼03-05 0510-88805188

太平洋咖啡（中山路店）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531号1层149单元 0510-81807956

太平洋咖啡（奥特莱斯店） 江苏省无锡新区锡勤路18-28号百联奥特莱斯1层A2-106室 0510-88551932

太平洋咖啡（云蝠国际店） 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288号云蝠国际一层L105，L106单元 0510-81909077

太平洋咖啡（乐都汇店） 无锡市崇安区广瑞路399号华润乐都汇购物中心一层R104单元 0510-68062066

COSTA咖啡（南下塘店） 无锡市南长区南下塘街8号 0510-80502198

COSTA咖啡（八佰伴店） 无锡市中山路168号八佰伴二楼 0510-82721415

COSTA咖啡（茂业百货店）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1号茂业百货一楼 0510-81818700

COSTA咖啡（清扬路店） 无锡市清扬路128号 0510-85763920

COSTA咖啡（海岸城店） 无锡市滨湖区立信大道168号海岸城购物中心1楼 0510-85170107

COSTA咖啡（荟聚店） 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2楼 0510-88250714

DQ冰雪皇后（商业大厦店） 无锡市中山路343无锡商业大厦A懂-1楼（南） 0510-82726644

DQ冰雪皇后（惠山万达店）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吴韵路321号惠山万达广场商业广场3017 0510-81198307

DQ冰雪皇后（南长街店） 无锡市南长街240一1号 0510-85059097

DQ冰雪皇后（清扬茂业店）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扬路138号 0510-85762133

DQ冰雪皇后（宜家荟聚店） 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3号，荟聚购物中心2-13-09-R 0510-68820201

DQ冰雪皇后（百盛店）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中路127号 B1层之美食部 0510-82703563

DQ冰雪皇后（江阴新一城店） 江阴市澄江中路206号新一城广场一层中庭 0510-68820201

DQ冰雪皇后（江阴人民路店） 江阴市人民路步行街澄江福地3幢一层 0510-86882013

黄记煌三汁焖锅（宜兴万达广场店） 无锡宜兴市东虹路550号万达广场3楼3019A 0510-87660077

屈臣氏无锡汇金广场店 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188号1层 0510-82711962   0510-82701129

屈臣氏无锡崇安区广南路店 江苏无锡崇安区广益路289号哥伦布广场2#151 0510-82031020

屈臣氏无锡江阴澄江福地店 无锡江阴人民中路118号澄江福地4#楼首层 0510-86880841

屈臣氏无锡滨湖万达广场店 无锡梁溪路35号 0510-85885363

屈臣氏无锡旺庄路店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旺庄路156号一层 051081816994 

屈臣氏无锡崇安商业大厦店 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343号无锡商业大厦地下一层/-1/F  051082749972

屈臣氏无锡南长向阳店 江苏省无锡市南禅寺商城114-19 051082822586

屈臣氏无锡江阴万达广场店 江苏无锡江阴市人民西路218号2楼211-212 051086029380 

屈臣氏无锡宜兴和信广场店 江苏省宜兴市人名中路228号一层 051087333120

屈臣氏无锡滨湖区蠡湖欧尚店 无锡市滨湖区翠微路150号 0510-85857920

屈臣氏无锡南长永乐路店 江苏无锡南长区永乐路大庄里 0510-81888654

屈臣氏无锡宜兴万达广场店 江苏无锡宜兴东虹路550号万达广场二楼 051087660050

屈臣氏无锡惠山万达广场店 江苏无锡惠山区吴韵路321号万达广场 0510-81198311

屈臣氏无锡崇安苏宁广场店 江苏省无锡市祟安区人民中路111号负一层 0510-81857020

屈臣氏无锡江阴青果路店 江苏无锡江阴青果路14号首层 051086897822

屈臣氏无锡锡山宜家店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团结路3号 051088259383

屈臣氏无锡南长茂业天地店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扬路128号1楼23 051085759494

屈臣氏无锡滨湖华润置地万象城店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石路88号万象城负一层 0510-80501728

屈臣氏无锡崇安T12店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中山路328号T12购物中心首层 0510-82739286

屈臣氏无锡广南路分店 江苏无锡崇安区广南路388号京东商业广场首层 鲁文龙13771142531

屈臣氏无锡锡山润发广场店 江苏无锡锡山安镇街道锡沪路安镇西段111号润发购物中心一层 0510-88784599

屈臣氏无锡盛岸西路分店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盛岸西路331号百乐时代广场1020.1021 4008301310

屈臣氏无锡北塘茂业店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中山路618号 13861702017

屈臣氏无锡博大假日广场店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博大假日广场1号-4号首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无锡崇安时尚天成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288号时尚天成（负一层） 4008301310

屈臣氏无锡梁溪华润乐都汇店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广瑞路399号华润乐都汇首层 400830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