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户优惠信息

时间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2018年6月13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Godiva歌帝梵 持中信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享75元巧克力片半价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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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全币通信用卡、美国运通白金信用卡
、顺丰VISA联名信用卡、百度金融VISA 
SIGNATURE卡、京东VISA SIGNATURE卡、途牛
VISA SIGNATURE卡等外币单币卡、返利信用卡
、公务卡蓝卡不参与本次活动；
3、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城市 门店 地址 电话

北京 国贸商城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区域一地下一层

EB119A  邮编: 100004
010-65057798

北京 三里屯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19号院10号楼一层S10-13单元 010-64163319

北京 芳草地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北京侨福芳草地大厦地下二 

层LG2-06 邮编100020
010-85639557

北京 国瑞城店
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18 号1 幢国瑞购物中心F1-11 邮

编:100062
010-67163667

北京 新东安广场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星东安广场L1层L103店 010-65222757
北京 欧美汇购物中心店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甲１号 010-62680699

北京 蓝色港湾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院1号楼L-SA-03b号店铺 010-59051922

北京 五彩城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8号L150b 010-62925270

北京 荟聚店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15号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L11层6-

01-28-R-A
010-50954006

北京 君太店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3号君太太平洋百货3层SF-A-

11
010-66173590

北京 东方新天地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A306号单元 010-85188636
北京 望京凯德Mall店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望京凯德Mall01-01商铺 010-84766098
北京 三里屯Café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区19号院10号楼2层 010-64163379

成都 IFS店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国际金融中心LG1 013338811373

成都 太古里店 成都市锦江区纱帽街8号远洋太古里1235号 028-62329086

成都 环球中心店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世纪环球购物中心4FD07号商铺 028-68731457

成都 凯德新南店 四川省成都市盛和一路99号凯德广场新南01层22号 028-67599055

大连 恒隆店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华街109号恒隆广场143号店铺 0411-39058810

大连 百年城店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19号G层G27 0411-65855200

佛山 岭南天地店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天地项目一号地块ZM26号铺 0757-82030630

福州 泰和广场店
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17号

楼第1层L105
0591-83547160

福州 仓山万达店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4号仓山万达广场室内步

行街1-21铺位
0591-83658680

广州 丽柏广场店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67号丽柏广场一层128号店 020-83376680

广州 太古汇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商场裙楼地下二

层M20号
020-38682526

广州 天河城店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购物中心 一层 1100A 020-85586601

广州 新鸿基IGC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猎德项目商场

部分地下负一层121号商铺
020-37277917

广州 天环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18号地下一层B140号商铺 020-85200046

贵阳 南国花锦店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路130号贵阳国贸广场南国花锦1楼A-

01号
0851-85866824

哈尔滨 麦凯乐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73号麦凯乐购物中心 0451-58989576

哈尔滨 远大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78号远大购物中心 0451-53621068

杭州 万象城店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富春路701号杭州万象城二期B1

层B1S61
0571-85196583

杭州 大厦店 杭州市下城区杭州大厦C座辅楼B1 057186759131

杭州 城西银泰店
浙江省杭州市丰潭路380号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负

一层B1F001店铺
15068728550  0571-87773631

杭州 解百新元华店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79号1楼1-37,1-38,1-39室 0571-88308652

杭州 嘉里中心店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85号3幢L109号单元 018069796581

杭州 天街店 杭州上城区延安路179号解百新元华1楼1-37,1-38室

杭州 大厦2店 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广场1号杭州大厦C座CQ-018

合肥 万象城店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万象城L161A号商铺 0551-65181375



济南 恒隆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188号西塔1F169号铺位 0531-88522398

昆明 同德店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8号同德广场购物中心A5-

F1楼26号商铺
0871-67354867

兰州 国芳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一层L-122 0931-8242106

南昌 铜锣湾店 江西省南昌市T16Mall南昌铜锣湾购物中心L1-19 018172885399

南京 水游城店 南京市秦淮区建康路1号水游城 B1T11B 025-82233016

南京 景枫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698号F130 025-52295802

南京 虹悦城店 江苏省南京市应天大街619号1F-M03 025-58498401

南宁 万象城店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号B1层B123号商铺 0771-5675369

宁波 来福士店 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99号来福士广场L1层L134 0574-87647757

宁波 天一广场店 浙江省宁波市碶闸街146号1层IVb1002室 0574-87302120

宁波 和义大道购物中心店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50号y一层1031B号商铺 0574-87302151

青岛 海信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0号 海信广场 B1F 0532-66788052

青岛 万象城店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华润中心万象城B1层第B-113号店铺 0532-55570780

泉州 浦西万达店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689号浦西万达广场一层1-37

号
0595-22002865

厦门 磐基中心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景路95号磐基名品中心二期G层 

G23E
0592-2211451 

厦门 SM广场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99号SM新生活广场B100 0592-5752116

厦门 湖里万达店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66号一层103号商铺 0592-5521931

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店
上海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８号国际金融中心地下二层

LG2- 36及37号店 邮编: 200120
021-38711075

上海 东方商厦徐汇店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8号，东方商厦B03-B01-1-036店 021-64870715

上海 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月星环球港L1105号 021-62866709

上海 虹桥久光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99号尚嘉中心地下2层B-014 021-60673780

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FNO.221
021-68777792

上海 环贸广场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环贸广场4层L409 021-54669065

上海 静安嘉里中心店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238号静安嘉里中心地下一层

SB1-09号单元
021-62498125

上海 来福士店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B1层B1-09 021-63300615

上海 新天地店 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181弄2，3，5号楼 021-63360126

上海 大宁国际广场店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1898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层113

室
021-56630552

上海 96广场店 东方路796号96广场一层165单元 021-68782085

上海 西郊百联店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88号西郊百联购物中心1层307室 021-52980212

上海 大悦城店 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198号102-02号店铺 021-60738548

上海 宏伊广场店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99号宏伊广场第一层S-110B,S-

111单元
021-63390570

上海 亦欧莱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申迪东路88号L11

单元
021-58338279

上海 青浦奥特莱斯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888号第1层Z07-B01-1-094 021-33863208

上海 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A)01层09号 021-56519703

上海 浦东嘉里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一层L128单元及L129b单元 021-58943650

上海 世纪大都会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217号1层101室之G59-F01-0-

026室
021-50937017

上海 七宝万科店 上海市漕宝路3366号地上一层L130号单元 021-63895341

上海 南丰城店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L103A 021-52868623

上海 Idmall店 上海市长寿路189号1层L117号 18621784886

上海 合生汇店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2228号地上一层44B号房屋 021-65253320

上海 美罗广场店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111号第一层A区1-1C单元 021-64328502

上海 大中里店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216弄1-33号 021-62179593

上海 宝山万达店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一二八纪念路936号万达广场壹楼

1017
021-56552093

上海 中山公园龙之梦店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一层1017号铺位 021-55256130

上海 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是杨浦区淞沪路77号万达广场地下一层B-08号

上海 长泰广场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39弄1号1层02-108室 021-50802618

上海 金桥国际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弄5号102室金桥国际商业广
场

021-50200936

上海 仲盛店 上海是闵行区莘庄都市路5001号2楼 021-33029010

上海 港汇店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一号港汇恒隆广场一层165号店 13482034599

深圳 万象城店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华润中心一期中区万象城

B1层B86号店
0755-33380232

深圳 益田假日广场店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028号益田假日广场2楼16号 0755-86298500

深圳 购物公园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268号负一层B1S-049、050

、051
0755-83199960

深圳 海岸城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33号海岸城广场2层276号

商铺
0755-26912502

深圳 来福士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海大道2163号深圳来福士广场01层31A号 0755-86700050

沈阳 万象城店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8号万象城地下一层 B130号 024-31255099

沈阳 大悦城店 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10号沈阳大悦城C区C114a/b 024-24361348



沈阳 皇城恒隆店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128号沈阳皇城恒隆广场一层

歌帝梵巧克力店铺
024-22962615

石家庄 北国商城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路188号 北国商城一层  歌

帝梵店铺
0311-89669159

苏州 观前街店 苏州市平江区观前街1-53号观前街1号商城一层 0512-68833822

苏州 印象城店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1699号苏州印象城1层1010店铺 0512-65920470

苏州 亦欧莱店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阳澄环路969号M3.2单元 0512-67332296

太原 王府井百货店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街99号第二层100平米商铺 0351-7887225

太原 北美新天地店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6号 0351-7116608

天津 银河国际店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银河国际购物中心L1层045A店 022-83887366

天津 海信广场店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188号海信广场负一层033号 022-23198022

天津 大悦城店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F-53 022-87286153

天津 恒隆店 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166号1024C号铺位 022-23458577

无锡 恒隆店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中路139号无锡恒隆广场地下一

层132号铺位
0510-82713991

武汉 汉街店 武汉市武昌区汉街6号J2-2-2  邮编430000 027-87110650

武汉 天地店 武汉市江岸区芦沟桥路48号9-1-17 邮编 430010 027-82715886

武汉 群光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6号群光广场B1F 027-84581150

武汉 世纪都会广场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187号一层1020A号商铺 027-82755618

西安 世纪金花钟楼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1号世纪金花B2层 029-87631751

西安 世纪金花时代广场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东段336号世纪金花时代广

场1F G1区
029-89358615

西安 曲江金地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东路999号金地广场1层F103 029-89559098

西安 老城根店 陕西省西安市星火路22号1F-11 029-65695933

长春 欧亚店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1128号欧亚商都A座一层精品商

场，新3号扶梯旁
0431-85237300

长沙 悦方ID Mall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216号悦方ID MALL一（L1）

层L113-1号
18570351035

长沙 乐和城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黄兴中路188号L1015室 0731-85789082

郑州 大卫城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二七路188号丹尼斯百货大卫城负一

层
0371-55523350

郑州 国贸360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新田360广场E009号商铺 0371-66688836 

重庆 星光68广场店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路68号星光68广场LG层07A 023-67608702

重庆 北城天街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北城天街B2-F1-010GODIVA商铺 023-67949268

重庆 时代天街店 重庆市渝中区时代天街1号、2号A馆-L1-09 15826078535

珠海 华发店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大道8号华发商都2#楼1层B1033a号商
铺

13539567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