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户优惠信息

时间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DQ冰雪皇后
持中信银联信用卡刷卡消费享单笔消费满50元直减25元优惠
。

1、仅限“62”开头中信银联信用卡参
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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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客
户每次消费仅享1次直减优惠；不与其
他优惠同享；
3、VISA全币通信用卡、美国运通白金
信用卡、顺丰VISA联名信用卡、返利信
用卡、百度金融VISA SIGNATURE卡、京
东VISA SIGNATURE卡、途牛VISA 
SIGNATURE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城市 店名 门店地址 门店电话

上海 豫园 上海市黄浦区文昌路3号 021-33311089

上海 豫园二店 豫春路11号（原三林路9号） 021-33302188

上海 宝山安信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258号易买得超市一层商铺 021-33715796

上海 大华 上海宝山区真华路888号地下一层26号商铺 021-66073237

上海 金豫 上海市黄浦区方浜中路296号 021-33311178

上海 宝山万达 上海市宝山区128纪念路936号1层C区 021-56485115

上海 顾村绿地店 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15号 021-66038610

上海 七宝嘉茂 上海市七莘路3655号1楼 021-54863176

上海 仲盛 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B1-02 021-34633501

上海 南站二店 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厅层C-105 021-22056006

上海 青浦桥梓湾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666弄5号 021-69716690

上海 莘庄龙之梦 闵行区沪闵路6088号莘庄凯德龙之梦购物中心(近莘建路)B2
层25号

021-34973122

上海 江桥万达 上海江桥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3072号商铺 021-69133570

上海 老闵行 鹤庆路900号碧江广场2号楼105 021-52235212

上海 黄兴 杨浦区黄兴路1618号大润发杨浦店28号柜 021-55062526

上海 龙之梦 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B2层B2-K10号 021-60913740

上海 五角场万达 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189号特力时尚汇广场内1F-1 021-65111705

上海 又一城二店 淞沪路8号B1层G09-B01-037 021-33620286

上海 五角场万达影院 国宾路36号万达广场B座3F（万达影院内） 021-65262253

上海 虹口龙之梦 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地下二层 021-61489877

上海 中原城市广场 国和路777号中原城市广场2座1F 021-65102058

上海 五莲 上海市张杨北路801号上海文峰广场一层F1-101-1 021-50385831

上海 惠南 惠南镇东门大街200号正门西面商铺 021-58001497

上海 周浦万达 沪南公路3449弄万达广场B门109铺 021-38231276

上海 金桥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弄3座B1楼37号 021-50717757

上海 成山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521号 021-50128332

上海 昌里路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1206号 021-50459067

上海 浦江镇 闵行区陈行公路2688号华侨城商业中心一层102商铺 021-80101628

上海 西郊百联 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购物中心一层1012商铺 021-52186024

上海 华诚 上海市浦东张杨路601号华诚大厦内第01层A-68 021-50123676

上海 调频壹 上海长寿路155号6楼11号商铺 021-31315237

上海 我格 上海市武宁路普雄路口我格广场B1F 021-32250938

上海 东方浮庭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浮庭二层（靠近世纪大道与陆家
嘴环路口）

021-33908638

上海 西藏路大悦城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66号北楼B102-15 021-60731681

上海 嘉定罗宾森 上海城中路138号 021-39527577

上海 嘉定嘉亭荟 嘉定区墨玉南路1055号117室 021-69503673

上海 南翔 上海嘉定区真南路4368弄5号3层 021-31278687

上海 缤谷广场一期 长宁区天山路341号滨谷文化休闲广场商场1层 021-62187813

上海 大宁 共和新路1978号大宁国际商业中心9（E1）幢107C、108C、
109C

021-66529175

上海 人民广场 上海轨道交通一号线人民广场站1-108号 021-22056982

上海 飞洲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广场地下一层01室 021-34611231

上海 虹井 上海市虹井路288号1楼 021-34666136

上海 奉贤百联 奉贤区百齐路288号 021-37569632

上海 松江开元 上海松江区松汇中路568号B座102B铺位 021-37668404

上海 川沙东海岸广场 上海市川沙路5558弄2号楼106室 021-33929755

上海 三林金谊广场 浦东新区上南路4467号金谊广场一层 021-68689420

上海 松江平高国际 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中路8号1B-01 021-67853593

上海 松江万达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658号松江万达3F 021-57708650

上海 张江长泰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7号地下一层48-3/48-4 021-33780526

南京 南京建邺万达 南京江东中路南京建邺万达广场3层378商铺 025-87795964



南京 南京新百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3号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B1层A06、A07 025-84704295

南京 南京新街口万达影院  南京市新街口万达广场四层万达影院内 025－83216089

南京 南京龙江新城市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99号 龙江新城市广场1楼 025-86885431

南京 南京1912 南京市长江路288号1912街区5号楼1层 025-86642960

常州 常州九洲 天宁区劳动中路与兰陵路交汇处九洲新世界广场L1-063-1 0519-89883607

常州 常州文化宫延陵  常州市延陵西路56号110-111 13372291717

常州 常州宝龙 常州市钟楼区茶花路与水杉路交叉口宝龙城市广场3楼003号
店铺

0519-89885776

南京 南京江宁欧尚 江宁区秦淮路11号，江宁欧尚一层 025－52781386

南京 南京同曦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356号同曦万尚成B1-009 025-84960343

南京 南京江宁万达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竹山路68号万达广场3层3060室 025-84161186

南京 南京文鼎广场 南京市江宁区格致路99号 025-52703040

南京 南京金轮 南京市汉中路8号南京金轮天地购物中心第负一层F-19号 025-84773026

南京 南京澳林广场 江苏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126-2号澳林购物广场商场F1-
101-1铺位

025-58180035

南京 南京大厂紫晶环球 大厂区 葛关路380-1号 南京紫晶环球生活广场商场1F-021铺
位

025-57012273

南京 南京中海环宇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中海环宇城4楼      025-85201556  

南京 南京仙林金鹰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新区学海路1号仙林金鹰天地3幢1层3-103
商铺

025-84499755

南京 南京马群花园城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中山门大街以北招商花园城2层207商铺 025-83249226

南京 南京万谷慧生活 南京市栖霞区华电路1号 17721549084

南京 南京商厦 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号 025-85659645

苏州 苏州金鸡湖欧尚 苏州金鸡湖路205号欧尚大型商业中心内一层C102号 0512-62763839

苏州 苏州石路新苏 苏州市金阊区广济南路219号新苏天地地下一层 0512-065896186

苏州 苏州绿宝广场 苏州高新区市长江路436号绿宝广场1楼 0512-65569303

苏州 苏州人民万达 苏州市人民路CBD万达广场内步行街B1层58部分 0512-69355062

苏州 苏州繁花中心 相城区阳澄湖西路964号 0512-69395122

苏州 苏州山塘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山塘街190号 0512-65333537

苏州 苏州宫巷 苏州市玄妙观前太监弄与宫巷交叉口一层 0512-67727780

昆山 昆山金鹰 昆山市珠江中路199号一层1--02号 0512-82696360

昆山 昆山九方 昆山市萧林中路666号九方城购物中心4楼018号 0512-36653258

镇江 镇江万达 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万达广场一层1019室 0511-81983579

镇江 镇江宝龙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谷阳大道路宝龙城市广场L1-075商铺 0511-85966877

无锡 无锡惠山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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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无锡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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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无锡人民路百盛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中路127号 B1层 之美食部 

烟台 烟台百盛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66号百盛一楼 0535-6282262

烟台 烟台世茂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156号世贸广场一楼 0535-3394898

烟台 烟台万达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西关南街6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
3011B

0535-3039307

烟台 烟台大悦城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大悦城北马路147号 4F12铺 0535-6221689

南昌 南昌红谷滩万达 江西省南昌红谷滩万达广场3楼DQ——冰雪皇后 0791-83855363  

南昌 南昌动壹店 南昌市西湖区原中山路220-234号现320号 0791-86633700

南昌 象湖天虹店 南昌县金沙大道2777号象湖天虹商场1002铺位 0791-82717291

南昌 南昌梦时代店 南昌市北京东路408号南昌恒茂梦时代国际广场3号楼1层51号 0791-88166071

南昌 南昌万达茂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666号万达茂购物广场一层
1018号商铺杭州 杭州南宋御城 浙江杭州中山中路84-1号DQ冰雪皇后 0571-87030890

杭州 杭州湖滨名品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238号B座地下一层162室（湖滨银泰
2期）DQ冰雪皇后

0571-85870448

杭州 杭州湖滨 浙江杭州市湖滨路2号DQ冰雪皇后 0571-86717063

杭州 杭州星光大道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228号星光国际广场3-103DQ冰雪皇后 0571-86612271

杭州 杭州西溪印象城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1号西溪印象城地下一楼DQ冰雪
皇后

0571-86133713

杭州 杭州拱墅万达 浙江杭州拱墅区杭行路666号石祥路交叉口万达广场4楼DQ冰
雪皇后

0571-88270908

杭州 杭州水晶城购物中心 浙江杭州拱墅区上塘路458号水晶城购物中心1楼DQ冰雪皇后 0571-85045064

杭州 杭州中大银泰城 浙江杭州下城区东新路822号石祥路交叉口中大银泰城B1楼DQ
冰雪皇后

0571-89778929

嘉兴 嘉兴旭辉广场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山东路666好旭辉广场一层#06(1037)
号商铺

0573-82036171

嘉兴 嘉善恒利广场 嘉善中山西路118号 0573-84623110

嘉兴 嘉兴万达 嘉兴市广益路1108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4层4020号 0573-82283606

嘉兴 西塘古镇 嘉善县西塘镇来凤港西侧、西丁公路南侧璞悦园12幢商业9, 
206号

0573-84572772

嘉兴 嘉兴八佰伴 嘉兴市南湖区越秀南路968号嘉兴八佰伴商场F2017铺位DQ冰
雪皇后

0573-82231889

杭州 杭州城西银泰城 浙江杭州拱墅区丰潭路380-38号，城西银泰城地下一楼
B1F039号商铺

0571-87616512

杭州 杭州下沙宝龙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号大街宝龙城市生活广场 0571-86523132

杭州 杭州萧山恒隆广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山阴路恒隆广场5幢111号 0571-82161210

杭州 富阳东方茂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金桥北路1号东方茂购物中兴1号楼A座
1052商铺

0571-63105210

杭州 富阳玉长城 杭州市富阳区春秋北路富春街道春秋北路271号玉长城购物中
心一层绍兴 绍兴柯桥万达 浙江省绍兴柯桥金柯大道钱陶公路口万达广场1-050 0575-81190121

绍兴 绍兴银泰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77号金帝银泰城负一楼

绍兴 绍兴世茂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60号1-A-18铺位 0575-81507567

绍兴 绍兴汇金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北路199号汇金生活艺术广场1楼
1020号杭州 杭州文一物美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296号汇和城一楼冰雪皇后 0571-87110580

宁波 宁波银泰环球城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1088号银泰城4楼426-1DQ 0574-88026020

宁波 宁波鄞州万达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A-16 0574-83056915

宁波 宁波奥特莱斯 宁波市鄞州区秋实路555号15500商铺DQ冰雪皇后店 0574-89015807

宁波 宁波印象城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288号 宁波印象城广场B1层B1-
22号

0574-83067596

宁波 宁波天一2店 宁波市海曙区天一广场碶闸街120号 0574-83890467



宁波 宁波高鑫广场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新星路111号高鑫广场3楼336

宁波 宁波银泰江东店 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1083号宁波银泰百货江东店地上一层
1A-02铺位

0574-87816196

宁波 北仑银泰店 宁波北仑区中河路399号，银泰城1楼1059-1号商铺 0574-86887167

温州 温州平阳万达 温州平阳鳌江火车站大道88号万达广场 0577-63035020

福州 福州万象城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378号1层1023号商铺 0591-83700630

福州 福州王府井店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26号王府井百货负一层B1-B20铺
位

0591-38051898

福州 福州金融街万达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8号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A
区3层A05商业室内步行街3038B/3039A

0591-83816067

泉州 泉州中骏世界城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安吉南路69号中骏世界城一楼M139号 0595-22868186

厦门 厦门SM广场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468号SM城市广场M001.M004号商铺 0592-5526080

厦门 厦门翔安汇景 厦门市翔安区祥福五里22号汇景购物广场1楼DQ冰雪皇后 0592-7276220

厦门 厦门集美万达 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137号万达广场3021商铺 0592-6150414

广州 广州中华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三路33号中华广场负一层B01单元自编加01
号铺

020-83738053

广州 增城万达 增城荔城街增城大道69号1幢318

广州 南沙万达店 南沙万达广场三楼3037铺

佛山 佛山弼塘东二街店 佛山店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创意园1栋poo1 0757-8272 7375

广州 广州萝岗万达广场店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丰路89号3003号铺 020-82512025

广州 广州天河城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城4楼K426铺 020-36608621

广州 广州丽影店 广州市新港中路356号丽影广场一楼B1-035A号 020-34397102

珠海 珠海富华里店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富华里商业街5栋105号商铺DQ雪皇后餐
厅

0756-8877033

东莞 东莞东城万达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纵路208号万达广场3楼3002号 0769-22243005

东莞 东莞星河城 东莞市东城东路星河传说星河城首层1028铺 0769-23836953

东莞 东莞长安万达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一号万达广场二层2068号 0769-83003756

深圳 深圳连城新天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地下一层连城新天地商业街C27号 0755-82785220

深圳 深圳海雅缤纷城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99号海雅广场四层L4056铺 0755-85296285

深圳 深圳九方购物广场店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路与腾龙路交汇处九方购物广场
一楼L130铺位

0755-23707500

深圳 深圳龙岗万科广场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路7188号万科天誉广场3楼27B 0755-89253767

贵阳 贵阳中大国际店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民权路口南国花锦负一楼 0851-86767697

贵阳 贵阳亨特国际 贵州省贵阳市文昌南路亨特国际1F 0851-85635110

贵阳 贵阳海纳广场 贵州省小河区黄河路海纳广场一楼 0851-83891354

贵阳 贵阳恒峰 贵阳市中山西路58号恒峰步行街1-7门店 0851-85855538

贵阳 贵阳金阳国贸 贵阳金阳新区金阳大道金阳南路6号世纪金源购物中心A座内
1—9商铺

0851-84726656

贵阳 贵阳鸿通城 贵阳市解放路100号鸿通城L1M1-1铺 0851-88630711

贵阳 贵阳正德家邦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新天卫城正德家邦LG-01 0851-86404134

贵阳 贵阳南国花锦 贵阳市云岩区贵乌北路187号中大国际购物中心1楼 0851-85823976

遵义 遵义好百邻 贵州省遵义市中山路83号好百邻广场一楼 0851-28753295

南宁 南宁会展航洋店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1号航洋国际城L1-60商铺 0771-5534520

南宁 南宁西关广场店 兴宁区西关路2号，西关新天地商场1层103商铺号 0771-2445456

南宁 南宁万象城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号万象城B1-149铺 0771-5381661

南宁 南宁安吉万达店 广西省南宁市西乡塘区高新大道55号南宁安吉万达广场四层
4021

0771-3386120

昆明 昆明金鹰 云南省昆明市威远街168号金鹰B座2楼 0871-63148595

昆明 昆明西山万达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888号昆明万达商业广场3F 0871-64564308

曲靖 曲靖麒麟嘉城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子午路麒麟嘉城商场广场8-1-2商铺 0874-3280698

昆明 昆明嘉年华 云南省昆明市霖雨路昆明嘉年华广场 0871-65150025

昆明 昆明顺城 昆明市三市街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负一楼A-06号 0871-63620972

昆明 昆明人民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67号 0871-68369132

昆明 昆明景星 昆明市五华区钱王街001号商铺 0871-68369131

昆明 昆明红星爱琴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昆明红星爱琴海购物公园1楼 0871-64638890

昆明 昆明海伦国际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与金源大道交汇处海伦国际1楼
A151号

15752002312

昆明 昆明广场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928号同德昆明广场负一楼 0871-65707690

成都 成都盐市口 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新世界百货B1F 028-86679563

成都 成都万象城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B1层151号 028-83152831

成都 成都财富中心 成都市盐市口锦兴路6号成都财富中心1F101室 028-86701304

成都 成都蜀都万达 成都市郫县蜀都万达三楼3015号 028-86765997

成都 成都欢乐谷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西线1号成都华侨城公园广场一层
C3108号商铺

028-61898897

成都 都江堰百伦店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道百伦广场1楼 028-87275005

成都 成都青羊万达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978号三楼

成都 成都欢乐颂 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94号339欢乐颂-1楼B09 028-61647727

成都 成都万达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68号2楼255号 028-84512191

成都 成都红牌楼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红牌楼广场内 028-64046005

成都 成都锦里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 028-85552217

成都 成都科华王府井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与二环路交界处王府井百货4F 028-85596509

成都 成都高新伊藤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二街999号高新伊藤负1楼 028-85178454

成都 成都金楠天街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金楠天街5楼 028-85532801

成都 成都金牛万达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1栋万达广场三层3013号 028-65207676

宜宾 宜宾洋洋百货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13号洋洋百货1楼 0831-5130303

成都 成都大悦城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大悦城购物 028-66508768

重庆 重庆百联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58号百联南岸上海城购物中心1F142号
商铺

023-62626729

重庆 重庆西城天街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城天街3F04号商铺 023-68642431

重庆 重庆大渡口壹街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壹街购物中心LG层 023-68492790

重庆 重庆沙坪坝 重庆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9号国美电器一层 023-65345310



重庆 重庆合川步步高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大道559号步步高广场1F 023-42892599

重庆 重庆万州万达 重庆市万州北滨大道2段998号万州万达3F 023-85727577

重庆 重庆巴南万达 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97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层36号商
铺

023-62335683

西安 西安解放万达 西安民乐园万达广场内步行街五层535号 029-87403861

西安 西安南大街 西安市南大街52号南附楼内一层商用房 029-87276523

西安 西安兴正元 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1号兴正元广场中区ZQCW-01 029-87656536

西安 西安大明宫 西安市太华北路369号大明宫万达广场三楼 029-89606232

西安 西安新世界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88号负一层 029-87368056

西安 西安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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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 咸阳正兴 咸阳市人民路中段11号正兴广场1楼 029-38010365

西安 西安印象城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33号印象城第B1层05的商铺 029-86455392

西安 西安阳光天地 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60号阳光天地商场一层1-17号 029-81028447

银川 银川世纪金花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中路380号世纪金花1层 0951-5130883

银川 银川金凤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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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 银川西夏万达 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75号西夏万达广场3楼3033铺 0951-8689070

银川 银川东方红广场店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建发东方红广场一层 09516099090

西安 西安立丰广场 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6号立丰国际购物广场1层 029-82630678

西宁 西宁力盟 青海省西宁市力盟商业步行巷9号楼 DQ冰雪皇后 0971－8113587

西安 西安曲江银泰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 029-89123803

西安 西安曲江龙湖星悦荟 西安市曲江新区新开门北路888号1F-014 029-89556263

西安 西安曲江金地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东路999号，金地商场B1层 029-89666290

西安 西安万达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李家村万达广场1楼 029-85560856

兰州 兰州北京华联 兰州市平凉路677号北京华联购物中心一层(北京华联购物中
心一楼)

0931-8816393

西安 西安高新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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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西安小寨金鹰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99号华旗国际负一层 029-63360966

西安 西安高新卜蜂莲花 西安市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超市1楼 029-89561541

长沙 长沙悦方ID-MALL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216号悦方IDMALLB161商铺 0731-85056221

长沙 长沙开福万达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开福万达广场4楼 0731-82272295

长沙 长沙星沙万象汇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大道186号万象汇第一层L145/146号
商铺

0731-86902161

株洲 株洲中央商场 株洲市新华西路999号中央商场1F 0731-28619171

长沙 长沙奥特莱斯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三段友阿奥特莱斯正门入口处 0731-85519774

长沙 长沙德思勤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18号德思勤城市购物中心1层26
号商铺

0731-89870986

衡阳 衡阳步步高 湖南衡阳华新开发区步步高广场一楼中庭 0734-2838716

武汉 武汉新佳丽 武汉市汉口江汉区中山大道818号新佳丽时尚广场一层 027-82702563

武汉 武汉永旺梦乐城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潭大道1号-奥园西路2号 027-59608305

武汉 武汉菱角湖万达 武汉市新华下唐家敦菱角湖万达3F 027-85690675

武汉 武汉群星城 武昌区徐东大街120号群星城中庭2楼 027-86828825

武汉 武汉徐东销品茂 武汉市徐东大街18号武汉销品茂一层铺位1108-09 027-68898107

武汉 武汉东沙万达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楚河汉街90号 027-87110906

武汉 武汉汉街购物中心 湖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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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武汉百联奥特莱斯 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大道51号武汉百联奥特莱斯 027-59001102

武汉 武汉光谷新天地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以东长城“光谷天地”项
目

027-87568199

武汉 光谷世界城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766光谷世界城负一楼冰雪皇后 027-87742316

武汉 武汉凯德广场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凯德广场负一楼冰雪皇后 027-83887991

武汉 武汉武商摩尔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武商广场摩尔城7F 027-85516508

武汉 武汉奥山世纪城 湖北武汉和平大道奥山世纪城一楼中庭 027-86569677

武汉 武汉众园广场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武商众园广场1F-C1033 027-86585468

宜昌 宜昌万达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万达广场1F 0717-6369860

宜昌 宜昌水悦城 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水悦城负一楼冰雪皇后店 0717-6681009

武汉 武汉摩尔城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6号武汉摩尔城C1-056店铺 027-84777568

武汉 武汉西汇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01号 027-83998326

武汉 武汉汉口城市广场 武汉江岸区后湖大道汉口城市广场A区1楼 027-82778565

武汉 武汉海林广场 湖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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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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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武汉中南商业城 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路地铁站C出口中南商业城 027-86657108

武汉 武汉沌口永旺 湖北省武汉市沌口开发区江城大道388号永旺梦乐城1-165 027-84786075

郑州 郑州万象城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民主路太康路交叉口万象城负一楼B160 0371-86256199

郑州 郑州金博大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二七路与泰康路交叉口大商新玛特二楼 0371-67010727

郑州 郑州健康路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南路和健康路交叉口一楼 0371-55682151

郑州 郑州大卫城 郑州市金水区二七路与泰康路交叉口丹尼斯大卫城六楼 0371-56558912

郑州 郑州国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郑州国贸中心负一层 0371-65701580

郑州 郑州中原万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万达广场二楼
2062

0371-86671259

郑州 郑州建文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与经八路交叉口1楼 0371-56000238

郑州 郑州中原新城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大商新玛特2楼 0371-56809327

郑州 郑州锦艺城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36号锦艺城购物中心B4-05B 0371-86556076

郑州 郑州锦艺城三期 郑州市秦岭路与棉纺路交叉口东50米锦艺城三期一楼12-15

郑州 郑州西元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198号西元国际广场B102 0371-86589205

郑州 郑州嘉茂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中州大道1188号（郑汴路北）嘉茂广场
1F

0371-55689080

郑州 郑州CBD 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CBD丹尼斯2天地一楼中厅 0371-86616258

洛阳 洛阳王府井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139号负一楼B1--015铺 0379-61129501



洛阳 洛阳新都汇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解放路56号新都汇2F（家乐福超市门口
上方）

0379-63316131

南通 南通文峰城市广场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路1号文峰城市广场A1024 0513-55880681

南通 南通文峰南大街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文峰大世界四楼冰雪皇后 0513-89091744

南通 南通万达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深南路路口万达广场三楼DQ冰雪皇后 0513-89089017

扬州 扬州京华城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京华城路168号一层1004+1608室 0514-87888503

扬州 扬州珍园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中路492号 0514-87332677

扬州 扬州力宝广场 江苏省邗江市邗江中路306号乐宾百货商场A-106b 0514-87980007

扬州 扬州时代广场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中路537号时代广场四楼 0514-87346256

青岛 青岛黄岛佳世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开发区长江中路与井岗山路交界东北侧419
号第一层T130区

0532-86997972

青岛 青岛城阳家佳源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136号一楼 0532-66793989

青岛 青岛李沧万达二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2层261A铺 0532-84670028

青岛 青岛李沧乐客城 山东省青岛市夏庄路1号乐客城负一层冰雪皇后 0532-58661217

济南 济南玉函银座店 济南市经十路玉函路银座B1F 0531-67718556

济南 济南魏家庄万达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四路魏家庄万达广场步行街三层359B、
360号

0531-67618708

济南 济南嘉华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二路588号 0531-87066266

济南 济南领秀城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2688号领秀城贵和购物中心F1-
34

0531-69958212

济南 济南长清大学城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科技园紫薇路与张衡路交汇处三庆
青年城一层

0531-87229511

济宁 济宁万达 山东省济宁市太白路万达广场三楼3006号 0537-5128399

济宁 济宁佳世客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琵琶山路1号济宁购物中心 0537-5868701

济宁 济宁贵和二店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金宇路59号贵和购物广场1楼 b-109 0537-6596006

东营 东营万达 山东省东营市西城区北一路以南万达广场 三楼 0546-6388070

临沂 临沂九州商厦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183号九州商场一层中庭 0539-8070856

淄博 淄博银泰城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9号银泰城一层DQ冰雪皇后店 0533-3148548

淄博 淄博万象汇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66号一层DQ华润购物中心B1层
冰雪皇后店

0533-3149484

青岛 青岛百丽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88号青岛百丽广场B1层78号商铺 0532-66061678

青岛 青岛万象城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甲华润中心万象城B211号商铺 0532-55768727

青岛 青岛香港东路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乙金狮广场L2-39号 0532-55716235

太原 太原茂业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街与体育路交叉口茂业天地商场负
一层DQ冰雪皇后

0351-3866924

太原 太原铜锣湾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五一路77号铜锣湾国际购物广场1F 0351-8209068

太原 太原贵都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柳巷南路19号贵都世纪1F 0351-4184088

太原 太原龙湖万达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万达广场三楼3008号冰雪皇后 0351-3107599

潍坊 潍坊泰华城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东风东街8580号 泰华假日广场 L106 0536—8093045

潍坊 潍坊谷德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福寿西街4369号谷德广场一层 0536-8095520

潍坊 潍坊万达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福寿街与鸢飞路交叉口潍坊万达广场2楼
2061B DQ

0536-8099816

合肥 合肥包河万达 合肥市马鞍山路包河万达室内步行街3楼DQ冰雪皇后 0551-63828164

合肥 合肥百大鼓楼店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与淮河路交叉口百大鼓楼金座4楼
DQ冰雪皇后

0551-62640723

合肥 合肥银泰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190号银泰城2楼228 0551-65554183

合肥 合肥天鹅湖万达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路3818号（天鹅湖万达广场）室
内步行街三楼3-36号商铺（DQ冰雪皇后）

0551-65990109

蚌埠 蚌埠百大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中山街与华盛街交叉口处百大购物中心
二楼DQ冰雪皇后

无电话

蚌埠 蚌埠银泰 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4000号银泰城六楼-13号商铺 无电话

滁州 滁州大金新百 滁州市南郊北路和琅邪西路交汇处

 芜湖  芜湖万达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赭山东路1号万达商场3层03-39/50号商
铺

0553-3997196

 芜湖 芜湖华强 芜湖市镜湖区长江中路77号华强广场一层F1-35-1号商铺 0553-3996590

 芜湖 芜湖苏宁 芜湖市镜湖区中和路11号苏宁广场1层112号 0553-3996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