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上海购物卡尊享服务介绍 

免费停车 

刷中行上海购物主题信用卡可在七大百货商店免费停车随心购！ 

第一八佰伴（张杨路５０１号） 

即日起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任意消费可享２小时免费停车，

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

停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久光百货（南京西路１６１８号）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消费满１００元

可享２小时免费停车，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

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停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国金ＩＦＣ（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 

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１０月３１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任意消费可享２小时免费停车，

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

停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新世界城（南京西路 2—68 号） 

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任意消费了销售 2 小时免费停车，

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

停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百盛（天山店） 

（天山路 789—889 号） 

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任意消费可享 2 小时免费停车，持

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停

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百盛（莘庄店） 

（莘庄都市路 5001 号仲盛世界商城） 

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持上海购物卡结算，任意消费可享 2 小时免费停车，持

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停

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华润时代（张杨路 500 号）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商场内中央银行服饰类店铺刷上海购物卡单

笔消费满 100 元及以上可享 2 小时免费停车，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签购单、收银小票至商户

服务台领取停车券，单卡单店每天限领一次，停车券仅当天有效。（详见商场告示） 

 

代驾服务 

立即使用上海购物卡，享受免费代驾服务！ 

安师傅：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凭上海购物卡，首次使用安师傅代驾可销售免费代驾服务（免

20 公里及 30 分钟内免费等候），后续每单减免 25 元优惠。 

预约代驾时，上海购物卡持卡人需致电安师傅代驾客服热线 4001002003， 

并在预约代驾时将完整购物卡卡号报送给安师傅客服验证，通过验证，即可绑定相应优



惠权益。 

“安师傅代驾”，是国内首家同步基于移动互联网 LBS 技术和 400 电话，由平台统一派

单调度的专业代驾公司。同时我们也是国内首家基于 GPS 技术使用计价器规范代驾服务价格

的代驾公司。 

严格的司机入职考核（至少 3 年以上驾龄），专业的服务流程培训，“卫星定位,司机速

达”，这一切，只为奉上最美妙的代驾服务体验。 

 

会员礼遇 

第一八佰伴 

持卡人权益：享受 9.5 折购物优惠。（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上海购物卡及本人身份证至上海第一八佰伴 6 楼 VIP 客服中心（客服

中心电话：58252526）填写《上海第一八佰伴尊荣银卡申领表》，申领 VIP 银卡，并绑定上

海购物卡，即可享受银卡各项优惠措施。 

 

永安珠宝 

持卡人权益：享受商场 VIP 客户同等权益，（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件与上海购物卡至四楼VIP接待中心（VIP接待中心电话：

50586666*8311）即可申领永安珠宝 VIP 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ＶＩＰ卡的购物

积分获取返利及各项服务。 

     

新世界城 

持卡人权益：首次关联享有普卡会员资质，享受９.５折优惠（特例商品除外）；办卡之

日起一年消费满５万元，自动升级至银卡（享９.２折）；一年内消费满１０万元，自动升级

至金卡（享９折），银卡一年内消费不满５万元，自动降级至普卡，金卡一年内消费不满１

０万元，满５万元自动降级至银卡，５万元以下降级至普卡。普卡一年内无消费记录，自动

解除会员资质。（详见现场公示） 

绑定方式：持卡人凭上海购物卡本人身份证至八楼客户服务中心填写个人信息，即可申

领新世界会员普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卡号，关联成功后即享有普卡会员资质 

八楼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６３５８７０６７／凤阳路西藏路电梯厅） 

 

百盛（淮海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消费１元享受积１分，满１０００分兑换１０元，在收银台

直接消费。 

绑定方式：顾客需先至九海百盛８楼服务台，凭所持上海购物卡及身份证，申请百盛会

员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百盛（莘庄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消费１元享受积１分，满１０００分兑换１０元，在收银台

直接消费。 

绑定方式：顾客需先至莘庄百盛３楼服务台，凭所持上海购物卡及身份证，申请百盛会

员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百盛（天山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消费１元享受积１分，满１０００分兑换１０元，在收银台



直接消费。 

绑定方式：顾客需先天山百盛４楼服务台，凭所持上海购物卡及身份证，申请百盛会员

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旗舰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公司一楼东门咨询台（６４８７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中环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一楼总服务台（总服务台电话：６１３９

２２２２），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奉贤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四楼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３３６１１２７９），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南东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六楼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６

３６１０９７２），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淮海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五楼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６４４５８０００×５１１１８），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

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金山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公司一楼服务台（总服务台电话：３７２

３０８８８×１０００分机），即可申领东方连锁红运会员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

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杨浦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三楼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５５０６６７０３），即可申领东方连锁银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青浦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公司一楼总服务台（总服务台电话：５９

７２３９９９），即可申领东方连锁红运会员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东方商厦（嘉定店） 

持卡人权益：持上海购物卡享受正价商品９.５折及购物积分，（详见商场公告） 

绑定方式：顾客凭有效身份证与上海购物卡至公司一楼总服务台（总服务台电话：６０

９４１６９０），即可申领东方连锁红运会员卡，并绑定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会员礼遇。 

商户 地址 客服电话 

第一八佰伴 浦东新区张杨路５０ ５８３５２５２６ 



１号 

永安珠宝 浦东张杨路６５５号 ５０５８６６６６×

８３１１ 

新世界城 南京西路２—８８号 ６３５８７０６７ 

百盛（淮海店） 淮海中路９１８号 ６４１５８８１８ 

百盛（莘庄店） 都市路５００１号 ３４６３３３８８ 

百盛（天山店） 天山路７８９号—８

８９号 

６２２９８００１ 

东方商厦（旗舰店） 上海市漕溪北路８号 ６４８７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 

东方商厦（中环店） 真光路１２８８号 ６１３９２２２２ 

东方商厦（奉贤店） 奉贤区南桥镇百齐路

５８８号 

３３６１１２７９ 

东方商厦（南东店） 黄浦区南京东路８０

０号 

６３６１０９７２ 

东方商厦（淮海店） 淮海中路７５５号 ６４４５８０００×

５１１８ 

东方商厦（金山店） 金山区卫清西路１８

８号 

３７２３０８８８×

１０００ 

东方商厦（杨浦店） 四平路２５００号 ５５０６６７０３ 

东方商厦（青浦店） 青浦区公园路７００

号 

５９２７３９９９ 

东方商厦（嘉定店） 嘉定区城中路６６号 ６０９４１６９０ 

注：以上权益以各商场ＶＩＰ会员手册为准 

 

品质生活 

虹桥友谊商城： 

凭上海购物卡购物享受 9 折，购专柜低于 8 折商品享受 9.7 折，购超市食品享受 9.7

折。 

部分专柜（品牌）、特例区域、特例商品除外（详见商场公告） 

地址：遵义南路 6 号 电话：62700000 

 

苏瑞士家居：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苏瑞士刷上海购物卡享商户双倍积分、800

积分换 30 元商户抵扣、设计团队提供的免费室内设计咨询服务、一次性购物满 3000 元可享

受免费安装。 

凭上海购物卡到店直接注册会员后，消费持上海购物卡即可享受权益。 

苏瑞士家具 

长风店：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长风景畔广场 2 楼靠近云岭东路（长风公园对面） 

电话：021—62165596 

联洋店：浦东新区芳甸路 300 号联洋广场地下一层（大拇指广场对面） 

电话：021—61061996 



好果多：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刷上海购物卡享 9折优惠，另外每周一至周五

任意消费可获赠价值 10 元的绿色蔬菜一份，送完为止。 

使用上海购物卡结算，凭卡面即享受以上优惠。 

 地址 客服电话 

一店 浦东新区迎春路 1203 号 50339992 

二店 浦东新区迎春路 854 号 68548007 

三店 黄浦区制造局路 71 号 63126626 

四店 长宁区古羊路 1116 号 A 62088836 

五店 天山路 341 号 33606861 

六店 长宁区黄金城道 482 号 61512811 

七店 浦东新区浦城路 176 号 58870701 

八店 梅花路 991 号 38688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