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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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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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世纪金花
（星悦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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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凤万达

西夏万达

东方红广
场

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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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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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金凤万达

广场
香寇花园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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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金凤万达

广场
千岛樱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50元，小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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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金凤万达

广场
蜀先生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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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小锅除外。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大阅城广

场
鱼香烤鱼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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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大阅城广

场
潮粥荟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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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派乐汉堡观湖店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50直减25元，最

高直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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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派乐汉堡CCmall店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50直减25元，最

高直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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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派乐汉堡一中店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50直减25元，最

高直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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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派乐汉堡少年宫店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50直减25元，最

高直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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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西夏万达 千岛樱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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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西夏万达 汉拿山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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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西夏万达 俏玲珑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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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悦城 外婆小厨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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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悦城 珍牛牛大骨火锅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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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悦城 乔家烧麦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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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银川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悦城 玉霞砂锅

逢周三、周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客户刷卡消费满100直减50元，最

高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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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金凤万达店）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万达广场三号门1楼 0951-6048325

哈根达斯（鼓楼店）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街与鼓楼街交叉口新华百货1楼 0951-8760363/8760362

DQ冰雪皇后（世纪金花店） 银川市北京中路380号世纪金花1层 0951-5130883

DQ冰雪皇后（金凤万达店）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22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三楼 0951-5108259

DQ冰雪皇后（西夏万达店） 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75号西夏万达广场3楼3033铺 0951-8689070

DQ冰雪皇后（东方红广场店）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建发东方红广场一层 0951-6099090

屈臣氏银川新华百货店 银川市西夏文萃路56号 0951-5198292

屈臣氏银川新华购物中心店 宁夏省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12号 0951-6036943

屈臣氏银川金凤万达广场店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22号2层

屈臣氏银川西夏万达广场店 宁夏省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75号万达广场二楼 0951-8689001

屈臣氏银川建发现代城店 宁夏省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北侧建发现代城首层屈臣氏 0951-5688596

屈臣氏银川兴庆鼓楼时尚广场店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鼓楼新百CCmall一层屈臣氏

屈臣氏银川盛世春天店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路126号一层

屈臣氏银川金凤区大阅城店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303号一层

屈臣氏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店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711号首层L147

屈臣氏银川星悦城店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92号一层

香寇花园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万达广场三楼 0951-5132229

千岛樱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万达广场三楼3085 0951-5104229

蜀先生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万达广场3050-3051 0951-5015858



鱼香烤鱼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大阅城638号商铺 0951-3805557

潮粥荟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大阅城639号商铺 0951-8646777

派乐汉堡观湖店 银川市兴庆区天平街观湖壹号西门旁 0951-8568740

派乐汉堡CCmall店 银川兴庆区解放东街新华百货CCmall4F-A03 0951-8760433

派乐汉堡一中店 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471号新世纪花园底商 0951-5964722

派乐汉堡少年宫店 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青少年宫一楼 0951-5950876

千岛樱（新增） 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万达广场3楼 0951-5197799

汉拿山（新增） 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万达广场3楼 0951-8689090

俏玲珑（新增） 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万达广场3楼 0951-8689010

外婆小厨（新增）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星悦城C区一楼 0951-8689040

珍牛牛大骨火锅（新增）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星悦城C区一楼 0951-5132155

乔家烧麦（新增）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星悦城三楼 0951-5132114

玉霞砂锅（新增）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星悦城二楼 13995297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