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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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2017年1月1日-2017年0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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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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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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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借
记卡及中信银行信用卡每日享手

调饮品免费升杯优惠。
活动一与活动二优惠不重复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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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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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商户 土大力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部分卖品除外，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

连锁商户 彼德西餐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3、部分卖品除外，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

连锁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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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一：2017年4月19日-2017年5
月31日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

开始；

活动二：2017年5月1日-2017年6
月30日

连锁商户 屈臣氏

活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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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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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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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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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根达斯西安高新店 西安市科技路33号世纪金花一层 029-88323280

哈根达斯西安钟楼店 西安市西大街1号钟鼓楼广场步行商业街41号 029-87235982

哈根达斯西安北郊店 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五路十字西南角世纪金花赛高店F1-1号店铺 029-86112769

哈根达斯西安唐延路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超市一层1A-03号商铺 029-89389039

哈根达斯西安曲江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1F-2 029-89123682

哈根达斯西安大雁塔店 西安慈恩西路东侧秦汉唐国际文化广场一层 029-89133968/029-89133969

哈根达斯西安国贸春天店 陕西省西安市南关正街88号国贸春天百货二期一层 029-89359559/029-893599558

哈根达斯西安新地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广场一层1F-9A铺 029-87875276

哈根达斯西安民乐园万达店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11号民乐园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01A 029-86458106/029-87370624

哈根达斯西安李家村万达店 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8号万达广场1-52 029-88663063/029-88663053

哈根达斯西安开元店 西安市碑林区解放市场6号开元商场1层 029-87367074/029-87367073

哈根达斯西安小寨赛格店 西安市长安中路123号小寨赛格购物广场一层 029-89327842

哈根达斯西安珠江金花店 陕西省西安市南关正街珠江时代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 029-89358618/029-89358619

哈根达斯西安阳光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与西部大道路口阳光天地一层 029-81104093

哈根达斯西安兵马俑店 西安市临潼区秦俑路秦皇大剧院一层哈根达斯 ——

太平洋咖啡西安熙地港店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大道与凤城七路交汇处－熙地
港（西安）购物中心B1层017号

029-89292723

太平洋咖啡西安金花西大街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208号唐人街A楼1层1-1号 029-87396382

太平洋咖啡西安金花南大街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39号金花购物中心3层3-7号 029-87401128

太平洋咖啡西安金花赛高店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西凤城五路南侧3幢1单元
1F102

029-89604817

太平洋咖啡西安龙湖曲江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大道龙湖星悦荟1F-008 029-89126459

太平洋咖啡西安壹洋国际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东侧壹洋国际购物中心一层1F07
号商铺

029-89666116

太平洋咖啡西安龙湖店 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十字西南角龙湖星悦荟阙楼 029-81612251

太平洋咖啡西安大雁塔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慈恩西路2089号 029-89662838

太平洋咖啡西安中心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与科技路十字西北角唐延购物中心负
一层

029-88695873

太平洋咖啡西安大唐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118号西市城购物中心第1层3F1205 029-84492417

太平洋咖啡西安国贸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88号国贸春天百货一期负一层中厅 029-87651065

太平洋咖啡西安凯德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新地城1层K01号 029-85217081

太平洋咖啡西安体育场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路北段14号省体育场陕西国际展览中心主馆1层 029-88663882

太平洋咖啡西安大唐通易坊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西路大唐通易坊20号 029-85579942

太平洋咖啡西安小寨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十字东北角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层 029-89327873

太平洋咖啡西安阳阳国际店 陕西省西安市朱雀大街路132号 029-62221949

太平洋咖啡西安钟楼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号 029-87230096

太平洋咖啡西安钟楼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号 029-87230096

太平洋咖啡西安电子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电子一路18号电子商城 029-88221150

COSTA咖啡西安曲江金花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慈恩路69号世纪金花曲江购物中心1楼 C1-3室 029-8913 9180

COSTA咖啡西安珠江金花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珠江时代广场负一层B08室 029-8935 8295

COSTA咖啡西安珠江金花2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336号珠江金华广场二楼主通道北侧 029-8935 8352

COSTA咖啡西安赛高国际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西凤城五路南侧的 “赛高购物中
心”一 层 1-02室

029-8960 7677

COSTA咖啡西安龙湖大兴店 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2号龙湖星悦荟 A1-1F-006号铺 029-86240636

土大力银泰店 西安市莲湖区钟楼银泰百货3楼 029-87271264

土大力小寨店 西安市雁塔区子午路银泰百货2楼 029-81541958

彼德西餐（凯德） 西安市凯德广场4F 029-87872418

彼德西餐（大明宫） 西安市大明宫万达3F 029-89606227

DQ冰雪皇后（西安解放万达店） 西安民乐园万达广场内步行街五层535号 029-87403861

DQ冰雪皇后（西安南大街店） 西安市南大街52号南附楼内一层商用房 029-87276523 

DQ冰雪皇后（西安兴正元店） 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1号兴正元广场中区ZQCW-01 029-87656536

DQ冰雪皇后（西安大明宫店） 西安市太华北路369号大明宫万达广场三楼 029-89606232

DQ冰雪皇后（西安新世界店）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88号负一层 029-87368056

DQ冰雪皇后（西安汉神店）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七路北侧文景路西侧汉神百货负一层 029-62780711

DQ冰雪皇后（西安高新卜蜂莲花店） 西安市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超市1楼 029-89561541

DQ冰雪皇后（西安印象城店）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33号印象城第B1层05的商铺 029-86455392

DQ冰雪皇后（西安小寨金鹰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99号华旗国际负一层 029-63360966

DQ冰雪皇后（西安阳光天地店） 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60号阳光天地商场一层1-17号 029-81028447

DQ冰雪皇后（西安立丰广场店） 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6号立丰国际购物广场1层 029-82630678

DQ冰雪皇后（西安曲江银泰店）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 029-89123803

DQ冰雪皇后（西安曲江龙湖星悦荟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新开门北路888号1F-014 029-89556263

DQ冰雪皇后（西安曲江金地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东路999号，金地商场B1层 029-89666290

DQ冰雪皇后（西安高新永辉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西(沣惠路东)科技路北负一层 029-89543073

DQ冰雪皇后（西安万达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李家村万达广场1楼 029-85560856

DQ冰雪皇后（咸阳正兴店） 咸阳市人民路中段11号正兴广场1楼 029-38010365

DQ冰雪皇后（安康南方新世纪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金州南路79号南方新世纪商场1楼 0915-8166391

DQ冰雪皇后（临潼奥特莱斯店） 西安市临潼区凤凰大道11号西恩奥特莱斯商场G-25铺位 029-83815579

DQ冰雪皇后（延安百货店） 延安市南滨路延安百货1F 0911-2126670

DQ冰雪皇后（渭南万达店） 渭南市高新区渭南万达广场3楼 0913-2663926

DQ冰雪皇后（渭南信达店） 渭南市临渭区前进路信达酒店式公寓1层商场104铺位 0913-2025686

屈臣氏西安未央路盛龙广场店 陕西西安未央区未央路盛龙广场一层 029-86236570



屈臣氏西安大寨路晶鑫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寨路晶鑫广场首层 ——

屈臣氏西安凤城八路汉神购物广场店 陕西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汉神购物广场店首层 ——

屈臣氏西安立丰百盛购物中心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6号立丰百盛店首层 ——

屈臣氏西安丰禾路鑫苑大都汇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鑫苑大都汇首层 ——

屈臣氏西安万寿路左右里购物中心店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万寿路站A西北口（陕西西安新城区万寿路左

右里购物中心店首层）
——

屈臣氏西安凤城八路水晶卡芭拉店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水晶·卡芭拉店（首层）(土地证：

西安市经济开发区凤城八路以北、渭滨路以西)
——

屈臣氏西安长安民生百货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民生百货店首层 ——

屈臣氏西安GOGO街区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GOGO街区一层 ——

屈臣氏西安西影路华润万家店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华润万家一楼（西延路与西影路交汇处

东北角）
029-89654207

屈臣氏西安雁塔华润万家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大明宫家居建材城华润万家一层 029-88446317

屈臣氏西安南稍门中贸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稍门中贸广场首层 ——

屈臣氏西安东万锦城购物中心店 陕西西安莲湖区汉城南路华东万锦城购物中心首层 029-89540112

屈臣氏西安新城解放路苏宁广场店 陕西西安新城区西二路以南、东新街以北苏宁广场首层 ——

屈臣氏西安高新西部大道分店 西安高新区新型工业园西部大道阳光天地购物中心首层1-04、05 02981107376

屈臣氏西安新城美联时尚店 陕西西安新城区长乐西路41号长乐大厦美联时尚首层 02981032861

屈臣氏西安曲江大道龙湖星悦荟店 陕西西安曲江新区新开门北路888号龙湖星悦荟首层 ——

屈臣氏西安西北大学商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太白路213号(边家村)西北大学商城首层 029-88305716

屈臣氏西安临潼北环路全都购物广场店 陕西西安临潼区北环路全都购物广场店一层 029-83426734

屈臣氏西安莲湖龙湖星悦荟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龙湖星悦荟一层 029-89379212

屈臣氏西安临潼人民路全都购物广场店 陕西西安临潼区人民南路全都购物广场一层 029-83826493

屈臣氏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75号赛格国际购物中心B2层 ——

屈臣氏西安万科生活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万科生活广场首层 ——

屈臣氏西安汉唐书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111号嘉汇汉唐书城首层 029-85236896

屈臣氏西安朱雀路阳阳国际店 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132号 029-62221353

屈臣氏西安雁塔南路新乐汇店 西安市雁塔南路新乐汇广场50号首层与二楼 029-81544133

屈臣氏西安北长安街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北长安街119号 ——

屈臣氏西安曲江银泰店 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410号银泰城负一层 029-89123915

屈臣氏西安小寨开米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中路38号小寨开米广场 029-85215136

屈臣氏西安骡马市店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1号南区负一层 029-87656100

屈臣氏西安赛高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126号赛高国际首层及一层 029-86135537

屈臣氏西安解放路万达购物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79号万达购物广场2层 02987399198

屈臣氏西安凤城四路赛高街区店 陕西省西安市凤城5路与未央大道交界十字赛高国际购物中心一层 029-86116684

屈臣氏西安兴庆路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南路159号常春藤花园一层 029-83641293

屈臣氏西安骡马市2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马市1号一层 029-87656638

屈臣氏西安钟楼开元百货店 陕西省西安市解放市场6号B1层（钟楼开元商场） 029-87214882

屈臣氏西安大洋百货店 西安北大街123号宏府大厦B1层 029-87400200

屈臣氏西安唐延路店 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易初莲花一层 029-88313013

屈臣氏西安时代盛典店 陕西省西安市西大街北广济街口时代盛典广场首层内 029-87263035

屈臣氏西安和平银座店 西安市碑林区和平路118号和平银座一层 029-87512060

屈臣氏西安家春秋店 西安市友谊路81号家春秋广场一层 029-87803623

屈臣氏西安李家村万达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8号李家村万达广场一楼 029-85560340

屈臣氏西安西大街店 西安市西大街218号唐人街购物中心一楼 029-87390998

屈臣氏西安南大街太平洋商厦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51号太平洋商厦一层 029-87260810

屈臣氏西安西大街中环银泰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48号中环银泰广场一楼 029-87212538

屈臣氏西安劳动南路大唐西市店 西安市劳动路大唐西市大润发1层 029-81331828

屈臣氏西安阎良腾飞商业步行街店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西路腾飞商业步行街一层 029-86871302

屈臣氏西安长缨西路卜蜂莲花店 西安市新城区长缨西路75号卜蜂莲花超市一层 029-82522657

屈臣氏西安凯德广场新地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南侧凯德广场新地城一层 029-85211935

屈臣氏西安北大街新世界百货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88号新世界百货负一层 029-87368016

屈臣氏西安小寨西路银泰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西路26号银泰城一层 029-81544683

屈臣氏西安长百新市购物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安步行街北口与建材街交叉口长百新市购

物广场一层
029-63366839

屈臣氏西安太华路万达店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万达广场二层 029-86470275

屈臣氏西安高新区高新路尚中心店 陕西西安高新区高新路51号尚中心一层 029-68257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