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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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总部商户 COSTA咖啡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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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客
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每客户每次消
费仅享1次优惠赠送；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2、杭州阿里巴巴店、阿里云栖店、机场及
交通枢纽店不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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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总部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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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总部商户 哈根达斯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单
笔消费88元品脱/菜品5折优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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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品5折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同
享；
2、全国机场店、加盟店不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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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总部商户 太平洋咖啡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手
调类饮品(大杯或特大杯)买一送
一优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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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惠赠送；不与其他优惠重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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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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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单多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2人
行1人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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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期除外（2018年02月14日情人节
除外）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四海一家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单
人自助餐五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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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期除外（2018年02月14日情人节
除外）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面包和茶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50以上立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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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期除外（2018年02月14日情人节
除外）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上井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200元以上立减100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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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期除外（2018年02月14日情人节
除外）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一风堂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100以上立减50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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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期除外（2018年02月14日情人节
除外）

成都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禾绿回转寿司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100以上立减50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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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8年6月7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汉拿山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100以上立减50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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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8年6月7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丽思卡尔顿香荟自助
餐厅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午
市258元晚市428元自助餐五折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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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8年6月7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首座万丽酒店BLD餐厅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午
市158元晚市228元自助餐2人行1
人免单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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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8年6月7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成都家乐
福春熙商

圈

酒窝甜品臻选天府广
场店

逢每周三、六至 活动门店，中信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
50以上立减25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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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COSTA咖啡成都万象城店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一楼155号商铺 028-8329 0582

成都来福士店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三号 “成都来福士广场” 二层2002号 028-8556 3951

COSTA咖啡成都中航九方店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88号九方购物中心1层L11铺位 028-8553 8582

COSTA咖啡成都339欢乐颂店 成都市成华区的猛追湾路94号339欢乐颂购物中心负一层B58号商
铺  

028-8325 6511

COSTA咖啡成都天府广场店 成都市锦江区天府广场地铁站负一层B003号商铺 028-6210 6879

COSTA咖啡成都天府软件园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268号天府软件园E区3号楼1层 028-8603 9070

COSTA咖啡成都大悦城店 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LG-061 028-65956388

COSTA咖啡成都凯德天府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388号凯德天府1层12号 028-85350882

COSTA咖啡成都四川航空广场店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6号四川航空大厦一楼 028-65958801

COSTA咖啡成都春熙店 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上东大街段99号

DQ冰雪皇后成都盐市口 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新世界百货B1F 028-86679563

DQ冰雪皇后成都万象城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万象城B1层151号 028-8315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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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成都蜀都万达 成都市郫县蜀都万达三楼3015号 028-86765997

DQ冰雪皇后成都欢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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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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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成都青羊万达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978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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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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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成都红牌楼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红牌楼广场内 028-64046005

DQ冰雪皇后成都锦里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 028-85552217

DQ冰雪皇后成都科华王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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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成都高新伊藤 成都市天府二街999号高新伊藤负1楼 028-85178454

DQ冰雪皇后成都金楠天街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金楠天街5楼 028-85532801

DQ冰雪皇后成都金牛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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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成都大悦城 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大悦城购物 028-66508768

哈根达斯成都中山店 成都市春熙路中山广场 02886664492/02886664491

哈根达斯成都仁和店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19号仁和春天百货一层 02861501011

哈根达斯成都九方店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88号 九方购物中心1FL105-L106店铺 02883331819

哈根达斯成都锦华万达店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68号万达广场133号商铺 02884191716

哈根达斯成都金牛万达店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1号金牛万达广场3号门1062A.1063号

商铺
02883210830

哈根达斯成都国金店 成都市红星路国际金融中心LG1层哈根达斯 02886586805/02886586807

哈根达斯成都世豪店 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998号世豪广场1楼C102号 02862497900

哈根达斯成都温江店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3段1588号珠江尚悦广场 02861710168

哈根达斯成都太古店 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远洋太古里 02886754971

哈根达斯成都海滨城店 成都市双流区成双大道蛟龙港海滨城 02868758086

哈根达斯成都大悦城店 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15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1楼哈根达斯 02861336366

太平洋咖啡大悦城店 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518号大悦城购物中心B1层LG-062 028-65582556

太平洋咖啡奥特莱斯店 成都市双流县双楠大道633号时代奥特莱斯1层C—1005 028-67038206

太平洋咖啡海滨城店 成都市蛟龙港海滨城购物中心一层A116号铺 028-85828095

太平洋咖啡中航九方 成都市高新区中航九方购物中心负一层和一层B123和L118 028-85111519

太平洋咖啡冰雪乐园店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二段416号冰雪乐园商业街9栋 028-62548227

太平洋咖啡来福士店 成都市武侯区来福士广场B139号商铺 028-65112650

太平洋咖啡万象城店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8号附151号 028-61295397

太平洋咖啡凯丹广场店 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99号凯丹广场负一层0-78-80号 028-65057619

太平洋咖啡成都奥克斯店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西段路奥克斯广场1楼107商铺号 028-87769656



太平洋咖啡成都银泰店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1999号成都银泰城购物中心1F125号 028-82885679

太平洋咖啡富力天汇店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2楼2021号商铺 028-87750059

太平洋咖啡太古里店 成都大慈寺项目F171号商铺 028-65181628

单多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IFS国际金融中心5楼L521 028-66320663

四海一家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1号仁恒置地5楼 028-86088228

面包和茶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19号 18980513456

上井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IFS国际金融中心5楼L521 028-66320663

一风堂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国际金融中心B1楼 028-86586382

禾绿回转寿司双楠店 成都市武侯区逸都路6号伊藤洋华堂5楼美食广场 028-87050228

禾绿回转寿司青羊万达店 成都市青羊区万达广场4楼4052 028-64266568

禾绿回转寿司万达锦华店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29号万达购物广场3楼326号 028-66617688

禾绿回转寿司苏宁广场店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8号苏宁广场5楼518号 028-85316812

禾绿回转寿司奥克斯店 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大道西段奥克斯广场4楼423-424号 028-80592063

禾绿回转寿司温江店 成都市光华大道三段1666号伊藤洋华堂B1楼 028-65112566

禾绿回转寿司蜀都万达店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东路盒成灌路交叉口蜀都万达3层 028-87050228

汉拿山交大店 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83号凯德广场四楼 028-68461215

汉拿山王府井店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2号王府井购物中心四楼 028-85574199

汉拿山金楠天街店 成都市武侯区晋吉西一街66号龙湖金楠天街4楼408号 028-87305686

丽思卡尔顿香荟自助餐厅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69号 028-83599288

首座万丽酒店BLD餐厅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四段48号 028-88878888-8033

酒窝甜品臻选天府广场店 成都锦江区天府广场负一楼 18980517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