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名称 门店名称 常规特惠内容 活动开始时间 活动结束时间 门店地址 门店电话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天津
陆家嘴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天津市红桥区大丰路25-29号陆家嘴中心 
4层 414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天津
仁恒置地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129号仁恒置地广场
四期5楼01商铺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杭州
城西银泰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城西银泰E座2栋602
梵音瑜伽

0571-87357307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杭州
西溪银泰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588号西溪银泰1号
楼4楼梵音瑜伽

0571-88126339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杭州
钱江新城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华润大厦B座12层
梵音瑜伽

0571-81061076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杭州
滨江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216中赢国际大厦9
楼901室梵音瑜伽（务必送至前台）

0571-87035647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杭州
乐堤港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58号远洋乐堤港2楼
A237-A243（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苏州
新光天地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苏州大道东 456号
新光天地4F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苏州
星汇广场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沈浒路263号星汇
生活广场3F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成都
二十四城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福二路39号20栋
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成都
大源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荣华北路 
299号都城雅颂居 8号楼9层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成都
金融城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300号悠方购物中
心负一层-B80梵音瑜伽（一层星巴克咖
啡楼下）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重庆
时代天街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龙湖时代天街A馆 023-63036995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重庆
moco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66号龙湖moco三栋
2层梵音瑜伽

/

Fineyoga
Fineyoga梵音瑜伽武汉
南湖店

刷卡享Fine Yoga 梵音瑜伽年卡课程 8.8 折
优惠（北京地区不参加）年卡优惠 每位客户仅限 办理 1 
次， 不可重复或累计享受，

2021.01.01 2021.12.31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丁字桥南路 525号
佰港城体验城 1901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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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力豪健身 奥体中心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101号原新世界百货
7层

0411-82812008

宝力豪健身 和平大悦城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398弄1-4号虹桥阿
里中心T1座商业区南区4层

021-34172008

宝力豪健身 南开大悦城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大街9号紫金文化广
场

025-85753370

宝力豪健身 友谊精品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南京市白下区大光路142号际华国际广场
3层

025-83733946

宝力豪健身 南楼桂发祥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9号越城汇B1层 025-52151853

宝力豪健身 保利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165号 025-8373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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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力豪健身 保利亚平宁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福州市鼓楼区营迹路69号恒力创富中心3
层

0591-87802008

宝力豪健身 创业总部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翡翠湾现代广场6层 0871-63842008

宝力豪健身 凯丹广场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688号万达广场 万
达百货6层

0871-63132008

宝力豪健身 曼哈顿店

1）免费领取：
价值788元7天宝力豪体验卡；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
教健身规划指导；若携亲友同行，亲友可获同等体验。     
                                    2）199元套餐：
宝力豪21天运动习惯养成卡，助力运动犹豫期人群完成健身
养成计划；价值288元Inbody体测1次及私教健身规划指导。
3）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2020.12.01 2021.12.31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8号同德昆明广场
写字楼6层

0871-65172008

宝力豪健身 中山门店
刷卡或汇丰银行APP扫码付享消费满200元即可获赠粗粮糕1
份，每桌限1份，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财富中心
八区四楼芷兰轩

0769-21683838

宝力豪健身 际华广场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2018号深华
商业大厦2楼（地铁：国贸站，B出口）

0755-22318039

宝力豪健身 越城汇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松园北街68号鸿翔
四季城东门A01B商铺(百汇大厦斜对面)

0755-22916675

宝力豪健身 北京华联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聚宝路综合楼二层5
号铺（公交：聚宝莲塘路口站 ，工商银
行莲塘支行楼上）

0755-22358181

宝力豪健身 现代广场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浩铭财富
广场A座6楼（地铁：车公庙站，A出口）

0755-21517487

宝力豪健身 万达广场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彩
虹大厦24楼AB（地铁：岗厦站，A出口）

0755-83059389

宝力豪健身 同德广场店 刷卡可享受8.8折优惠，68元同步齿科洁牙套餐一次 2020.12.01 2021.12.3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红荔西路
7002号第壹世界广场A座23层（地铁：莲
花西站，A出口）

0755-8860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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