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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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达广场
/银泰商

圈

哈根达斯（龙湾万
达店、银泰百货

店）

逢每周三、周六至哈根达斯龙湾
万达店、银泰百货店持中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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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er联名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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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象城商

圈

太平洋咖啡（万象
城一店、万象城二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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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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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参
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财富广场
/五马商

圈

COSTA（财富广场店
、开太百货店）

逢周三、周六持中信银行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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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er联名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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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平阳万达商圈

DQ冰雪皇后(平阳万
达)

逢周三、周六持中信银联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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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象城

温州小辉哥万象城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小辉哥万象
城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满1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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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7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象城

温州悦四海万象城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悦四海万象
城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满10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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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50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6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瑞安商圈

温州瑞安国际大酒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瑞安国际大
酒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可享228元自助晚餐五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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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114元封顶，不与其他优
惠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瑞安乐清

商圈

温州斗牛士万象城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斗牛士万象
城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满1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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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7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象城 温州大咀万象城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大咀万象城
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满1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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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7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万象城

温州西贝莜面村万
象城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西贝莜面
村，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满1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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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7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五马商圈 温州去茶去白鹿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去茶去白鹿
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
消费满1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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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7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乐清商圈

温州温州新聚丰圆
大酒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温州新聚丰
圆大酒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
人刷卡消费可享168元自助晚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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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84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连锁商户

温州猫山王指定门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猫山王指定
门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满50元及以上即可享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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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25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温州潮欣迷踪蟹指

定门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潮欣迷踪蟹
指定门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
人刷卡消费满100元及以上即可享
立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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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5月2日除
外每客户每次立减50元封顶，不与其他优惠
同享

温州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逢

周三、周六
温州桂新园指定门

店

逢周三、周六至温州桂新园指定
门店，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
卡消费满30元及以上即可享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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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02月17日、02月21日
、5月2日除外每客户每次立减15元封顶，不
与其他优惠同享                                                             
4、每活动日每家门店限5个名额，先到先得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银泰百货店 温州市鹿城区解放南路9号世贸中心广场银泰百货首层 0577-88215801

哈根达斯温州龙湾万达店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永定路1188号万达广场首层（2号门右侧） 0577-55590688

太平洋咖啡温州万象城一店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温瑞大道999号第1，2层店铺，编号

S104-107，S204-207 0577-85700916

太平洋咖啡温州万象城二店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温瑞大道999号第B1层店铺，编号B121 0577-85700918

COSTA咖啡财富广场店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577号B1楼财富国际馆G01-06铺位 0577-88007511

COSTA咖啡开太百货店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东路130号 0577-88851909

DQ冰雪皇后平阳万达店 温州平阳鳌江火车站大道88号万达广场 0577-63035020

温州小辉哥万象城店 温州市瓯海大道1299号大西洋银泰城购物中心5楼 0577-85700978

温州悦四海万象城店 温州市瓯海区万象城6楼 0577-85700977

温州瑞安国际大酒店 瑞安市万松东路555号 0577-65886666

温州斗牛士万象城店 温州市瓯海区万象城6楼 17757794478

温州大咀万象城店 温州市瓯海区万象城4楼 18721617642

温州西贝莜面村万象城 温州市温瑞大道万象城五楼 0577-85770887

温州去茶去白鹿店 温州市飞霞北路161号 0577-88830077

温州温州新聚丰圆大酒店 温州乐清市新聚丰圆大酒店有限公司 0577-61777777

温州猫山王下吕浦店. 温州市鹿城路春晖路210号 0577-88982392

温州猫山王大西洋店. 温州市瓯海区瓯海大道1299号大西洋银泰城购物中心1号门 0577-85902268



温州猫山王万象城店 温州市瓯海区温瑞大道999号万象城5楼L538b店铺 0577-88958880

温州潮欣迷踪蟹黎明西路店 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325号 0577-88122777

温州潮欣迷踪蟹瑞安店 温州瑞安虹桥北路122-132 0577-65626000

温州潮欣迷踪蟹鹿城店 温州市鹿城区鹿城路135、137号 0577-88507770

温州桂新园大南A+店 温州市鹿城区解放南路鸿瑛大厦110号 0577-89228658

温州桂新园恒隆店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华兴公寓113-115号 0577-88955933

温州桂新园清远店 温州乐清市马车河村新业大楼一层105号 0577-61581072

温州桂新园谢池店 温州市人民东路谢池商城E座102室 0577-88856760

温州桂新园新村A+店 温州市杏花路新村大楼1层101室 0577-88520833

温州桂新园金丰园A+店 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路214号 0577-88333992

温州桂新园鸿翔A+店 温州市环城东路鸿翔锦园105室 0577-88166650

温州桂新园宏源店 温州新城宏源路50号 0577-89891620

温州桂新园新田园店 温州鹿城新田园住宅区三组团36幢一层 0577-89508007

温州桂新园柳市店 温州柳市镇柳青路578号 0577-62739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