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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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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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参
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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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参
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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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参
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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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参
与本次活动；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3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连锁

商户
真爱中国餐馆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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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卖品除外，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4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禾绿回转寿司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惠。

1、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2、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3、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5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彼德西餐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惠。

1、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2、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3、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6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胡同猫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惠。

1、锅底、酒水、料碗除外；
2、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3、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4、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7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蜜悦士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惠。

1、酒水除外；
2、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3、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4、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8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花少爷的粥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00元直减50元优惠。

1、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2、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3、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8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西安佰烧自助 5折

1、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2、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3、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5月23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汉拿山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150元直减75元优惠。

1、火炉、小料、湿巾除外；
2、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3、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4、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西安
2018年5月23日-2018年7月31日

逢周三、周六
属地商圈

商户
帕芙琳 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刷卡消费

享满50元立减25元优惠

1、权益数量有限、用完即止；
2、部分卖品除外，详见店内公示；
3、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COSTA西安曲江金花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慈恩路69号世纪金花曲江购物中心1楼C1-3室 029-89139180

COSTA西安珠江金花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珠江时代广场负一层B08室 029-89358295

COSTA西安珠江金花2店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336号珠江金华广场二楼主通道北侧 029-89358352

COSTA西安赛高国际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西凤城五路南侧的“赛高购物中
心”一层1-02室

029-89607677

COSTA西安龙湖大兴店 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2号龙湖星悦荟A1-1F-006号铺 029-8624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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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西安南大街 西安市南大街52号南附楼内一层商用房 029-8727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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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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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西安新世界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88号负一层 029-87368056

DQ冰雪皇后西安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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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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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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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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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冰雪皇后西安曲江银泰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 029-89123803

DQ冰雪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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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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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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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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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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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根达斯西安高新店 西安市科技路33号世纪金花一层 029-88323280

哈根达斯西安钟楼店 西安市西大街1号钟鼓楼广场步行商业街41号 029-87235982

哈根达斯西安北郊店 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五路十字西南角世纪金花赛高店F1-1号店铺 029-86112769

哈根达斯西安唐延路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号卜蜂莲花超市一层1A-03号商铺 029-89389039

哈根达斯西安曲江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二路北侧银泰城1F-2 029-89123682

哈根达斯西安大雁塔店 西安慈恩西路东侧秦汉唐国际文化广场一层 029-89133968/029-89133969

哈根达斯西安新地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广场一层1F-9A铺 029-87875276

哈根达斯西安民乐园万达店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11号民乐园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01A商
铺

029-86458106/029-87370624

哈根达斯西安李家村万达店 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8号万达广场1-52 029-88663063/029-88663053

哈根达斯西安开元店 西安市碑林区解放市场6号开元商场1层 029-87367074/029-87367073

哈根达斯西安小寨赛格店 西安市长安中路123号小寨赛格购物广场一层 029-89327842

哈根达斯西安珠江金花店 陕西省西安市南关正街珠江时代广场负一层哈根达斯 029-89358618/029-89358619

哈根达斯西安阳光城店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博士路与西部大道路口阳光天地一层 029-81104093

哈根达斯西安兵马俑店 西安市临潼区秦俑路秦皇大剧院一层哈根达斯 029-68020288

太平洋咖啡钟楼店 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号 029-87230096

太平洋咖啡凯德店 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西段64号凯德新地城1层K01号 029-85217081

太平洋咖啡龙湖店 西安市红庙坡十字西南角龙湖星悦荟阙楼 029-81612251 

太平洋咖啡金花赛高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西凤城五路南侧3幢1单元1F102 029-89604817

太平洋咖啡熙地港店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170号熙地港购物中心B1层017号商
铺

029-89292723

太平洋咖啡小寨店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十字东北角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层 029-89327873

太平洋咖啡体育场店 西安市长安路北段14号省体育场陕西国际展览中心主馆1层 029-88663882

太平洋咖啡龙湖曲江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大道龙湖星悦荟1F-008 029-89126459

太平洋咖啡壹洋国际店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东侧壹洋国际购物中心一层1F07号商铺 029-89666116 

太平洋咖啡万寿中路店 西安市地铁一号线万寿路站综合出入口B+C第一层004单元 029-86713797

太平洋咖啡金花南大街店 西安碑林区南大街39号金花购物中心3层3-7号 029-87401128

太平洋咖啡国贸店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88号国贸春天百货一期负一层中厅 029-87651065

太平洋咖啡大唐西市店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118号西市城购物中心第1层3F1205 029-84492417

太平洋咖啡阳阳国际店 西安市朱雀大街路132号 029-62221949

太平洋咖啡中心城店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与科技路十字西北角唐延购物中心负一层 029-88695873

太平洋咖啡西安万象城店 西安市西咸新区三桥新街139号华润万象城B1层B110号商铺 029-89599613

太平洋咖啡金花西大街店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368号世纪金花唐人街商场1层1-1号 029-87396382

真爱中国餐馆(兴庆路店) 西安市兴庆南路159号华润万家5楼 029-88131234

真爱中国餐馆(朱雀店) 西安市朱雀大街中段38号 029-88401234

真爱中国餐馆(环城西苑店) 西安市西门外北侧环城西苑内 029-87951234



真爱中国餐馆(经开店)  西安市凤城一路8号御道华城3-4楼(省公安厅北侧) 029-86511234

禾绿回转寿司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98号凯德广场5层 029-85566896

彼德西餐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98号凯德广场4F 029-87872418

胡同猫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98号凯德广场4F 029-85259245

西安佰烧自助熙地港店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七路熙地港5F 029-86470799

花少爷的粥凯德广场店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98号凯德广场负一层 029-85220679

汉拿山赛格店 西安市小寨赛格购物中心7层 029-89329513

汉拿山高新店 西安市唐延路万达广场4层 029-89383818

汉拿山大明宫店 西安市太华北路万达广场3层 029-89606153

帕芙琳阳阳店 西安市朱省大街阳阳国际广场 029-82630680

帕芙琳翠华路店 西安市翠华路229 号 029-87876060

帕芙琳高新店 西安市高新路与科技四路十字世纪颐园B座1层 029-62216839

帕芙琳自强西路店 西安市自强西路34号 029-86353636

帕芙琳立丰店 西安市金花南路59号立丰国际购物广场 029-82630680

帕芙琳长安店 西安市长百新市购物广场三号楼北一号门面 029-89051246

帕芙琳胡家庙店 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地铁口向西200米 029-82535568

帕芙琳辛家庙店 西安市北二环东段辛家庙立交西南角欣心家园一层 029-82547655

帕芙琳凤五店 西安市经济开发区凤城五路柴荣豪佳花园一期15号楼底商 029-86557486

帕芙琳纺织城店 西安市灞桥区纺正街纺科路客又多超市顶顶香一楼 029-83516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