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刷卡

【吃货福利】
美食优惠达五折，
还有“免费餐”可蹭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过节最关注的就
是吃了。国庆期间，持建行龙卡信用卡至
味千拉面指定门店刷卡消费， 单笔满88
元即享立减20元优惠。10月1日起， 每周
一在建行合作的55家美食惠商户（我爱
鱼头、好食上青年餐厅、和邑、城外驿、港
荟、甜甜圈咖啡、哈瓦、啪啪雅、鱼莲山、饭
怕鱼等）， 持建行龙卡信用卡到店消费即
可享受5折优惠。 不仅如此， 即日起至
2015年1月31日期间，每周三在重庆秦妈
火锅长沙旗舰店刷招商银行信用卡， 400
元以上享5折。

如果你觉得普通的餐馆太低端，这
里还有高端大气的地方。 长沙市芙蓉国
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二楼自助餐厅、
运达喜来登酒店自助餐厅、 中国城戴斯
酒店自助餐厅、 万达文华酒店自助餐
厅， 持中行信用卡至上述酒店自助餐厅
刷卡消费的客户，可享“两人同行，一人
免单”的优惠。

不仅是正餐， 各类糕点也可优惠。即
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光大银行信用
卡在罗莎蛋糕店指定门店刷卡消费享10
元抵20元优惠。即日起至2015年6月27日，
每周六，持农行信用卡至长沙各大必胜客
欢乐餐厅活动门店用餐单笔刷卡消费满
100元，可享立减20.01元优惠。持漂亮妈
妈信用卡单笔刷卡消费满100元， 可享立
减40.01元优惠。

今年国庆，刷信用卡消费“篓子”捡不赢

吃喝玩乐购，要比平时省一半

亲爱的卡粉们，10月4日
韩国仁川亚运会就要闭幕了！
赶在国庆假期，赶快带上中国
银行信用卡开启韩国之旅，参
与四年才有一次的亚运会之
旅！

为什么说去韩国一定要
带上中国银行信用卡呢？

理由一：
畅享三大返现和免收货
币兑换费优惠

（一） 即日起至2015年2
月28日， 持中国银行全币种
国际芯片卡白金卡、 无限卡
客户在韩国乐天免税店刷卡
消费，单笔满200美元即可享
受现金返还， 返现比例高达
5%！全年不分时段、无需提前
预约。

（二）即日起至2015年2月
28日，每个自然月内持中国银
行信用卡在境外（含港澳台）
实体商户刷卡消费，单笔满等
值1000元人民币的交易达到8
笔，可获5%返现奖励，每张卡
片每个自然月最高奖励600元
人民币。

（三） 即日起至 2014年
10月15日，持中国银行银联
标识信用卡 （卡号以“62”

开头） 在韩国累计刷卡满
800元可获赠 100元返现奖
励。

（四） 即日起至2015年12
月31日，所有金卡及以上级别
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免收跨境
交易货币兑换手续费。

理由二：
乐天免税店超级折扣

优惠，让你开心乐不停！
1、中行信用卡Visa卡

客户专享优惠
即日起至 2016年 2月 14

日，中国银行Visa信用卡客户
在韩国乐天免税店购物，乐享
5%-15%折扣；

即日起至 2016年 2月 14
日， 持指定中国银行Visa信
用卡在韩国乐天免税店VIP
柜台出示且无需任何消费，
即可获赠免税店相应等级
会员卡，其中白金卡可获赠
乐天免税店VIP银卡， 无限
卡可获赠乐天免税店VIP金
卡， 尊享更多会员专属优
惠；

即日起至 2015年 2月 14
日，持中国银行Visa信用卡在
韩国乐天免税店刷卡消费满
等值500美元， 即可获赠一本

折扣券手册， 下次购物时即
可使用。 基于下一次消费金
额，享受如下优惠：

消费50美元（含）以上，立
减5美元

消费100美元（含）以上，
立减10美元

消费150美元（含）以上，
立减15美元

消费200美元（含）以上，
立减20美元

2、 中行银联信用卡客户
专享优惠

即日起至 2015年 2月 28
日， 持中国银行银联标识信
用卡（卡号以“62”开头）在韩
国乐天免税店购物， 立享5%
折扣；

即日起至 2015年 2月 28
日， 持中国银行银联标识白
金信用卡（卡号以“62”开头）
在韩国乐天免税店可获乐天
免税店VIP金卡，持卡可享5%
-15%折扣特惠。

理由三：
精选酒店，住宿优惠

即日起至2014年12月31
日，持中国银行Visa标识信用
卡， 通过希尔顿酒店官方网
站或客服热线（预订时告知

优惠代码 PGHVR1或欢迎
Visa�优惠） 预订韩国首尔希
尔顿大酒店、 首尔千禧希尔
顿酒店， 可享受免费双人早
餐、 免费无线上网及客房内
迎宾茶。

即日起至 2015年 3月 31
日，持中国银行Visa标识信用
卡刷卡入住韩国天空花园酒
店， 可享受客房门市价格8折
优惠， 同时赠送免费面膜礼
品。

即日起至 2015年 3月 31
日，持中国银行Visa标识信用
卡刷卡入住韩国首尔大使铂
尔曼酒店， 连续入住3晚可免
费入住第4晚， 及酒店用餐与
饮料9折优惠。

如果您不愿去现场，想待
在家里看亚运，还可以海淘韩
国大牌感受亚运哦。

即日起至 2015年 2月 28
日，持中国银行银联标识信
用卡（含双标识卡）在韩国
乐天免税店官网、新罗免税
店官网、Gmarke官网通过银
联在线刷卡消费，单笔交易
金额满等值 500元人民币，
可享当笔交易 5%现金返还
礼遇，每卡每月最高返还金
额不超过等值 100元人民
币，名额不限！

带上中行卡去韩国看亚运，优惠享不停

国庆节也是购物节，你
是否准备好了购物清单，准
备出击血拼呢!�10月1日至6
日， 客户持交通银行平和堂
联名信用卡在平和堂五一
店、东塘店、奥克斯店、株洲
店百货男装柜台满588元即
可参与抽奖，100%有礼，有
机会获赠商务卡、蛋糕券等，
每天限前50名。

银联也推出了自己的活
动， 从即日起至10月2日期
间，通过“银联钱包”下载优
惠券参加活动， 在沃尔玛购
物刷银联卡满300元立减62

元，刷银联IC卡插卡满300元
立减88元。在屈臣氏，刷银联
卡满200元减62元。

10月1日至7日， 工银信
用卡联合红星美凯龙家居推
出“工银惠家居 十一大不同”
刷卡促销活动， 活动期间持
工商银行信用卡到红星美凯
龙长沙和株洲家居卖场刷卡
消费，单笔满10000元，即获
赠价值200元的红星美凯龙
购物卡（通汇卡）奖励，可享
受6期分期付款“零首付、零
利率、零手续费”优惠。

10月1日， 持卡人至长沙

通程百货麓山店、红星店、浏阳
店及星沙店刷建行龙卡信用
卡累计消费满1000元可获赠
价值100元的通程百货消费卡
一张，每卡限赠一张，每店限
100张。10月2日至5日，持卡人
至长沙袁家岭友谊商店刷龙
卡信用卡累计消费满1000元
可获赠价值100元的友阿百货
消费卡一张，每卡每天限获赠
一张， 每天限量100张。10月1
日-10月3日，在喜盈门范城刷
交通银行太平洋卡单笔消费
满388元， 即送高档不锈钢餐
具或保鲜盒三件套。

国庆节就要到来。好友聚会、外
地旅游，都免不了刷上几次卡。在这
个消费的高峰期，银行也各显身手，
与餐厅、影院、旅行社、商场等联合
推出刷卡优惠活动。 衣食住行吃喝
玩乐的各个环节，使用信用卡消费，
轻松方便又省钱。

三湘都市报记者搜罗省内各大
银行国庆期间的重磅刷卡优惠活
动，汇总了衣、食、住、行、娱乐、出
游等几个方面刷卡优惠攻略， 有兴
趣的持卡族不妨多加参考， 没准就
能省下不少“冤枉钱”。

■记者 梁兴 蔡平

【驴友福利】
订票送话费，出游有现金优惠

国庆出游成为不少持卡人的首选。值
得一提的是， 即日起至10月15日之前，凡
在12306网站上订购火车票，并选用工银e
支付成功完成交易的客户，即可免费获赠
由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的一
年期工银安盛人寿e+安行高速列车意外
伤害保险一份，每晚8:00开始第一个成功
完成交易的客户，还可获得100元话费。

出游也有较大的优惠可寻。即日起至
12月31日， 持卡人在建行指定的华天旅
游、亲和力旅游任意门店刷卡消费即可享
受建行龙卡信用卡所有线路立减400元现
金优惠。此外，成功核发了建行龙卡信用
卡的新办卡客户，刷新卡消费三笔每笔任
意金额或消费单笔满128元，即可在“湖南
建行” 官方微信申请获赠 50�元的手机话
费。每月限量2000份，每卡限赠1次，每人
限赠2次。

农业银行也有出游的优惠，即日起至
2015年8月31日， 在中国旅行社旗下指定
门店报名农行专享台湾特惠旅游线路，并
使用农行银联信用卡全额支付，即可享受
团费立减优惠！

【麦霸影迷福利】
银行卡可当会员卡
逢周六可10元观影

长沙人最会娱乐，看
电影、KTV这些传统的娱
乐项目在节假日当然不可
缺少。

有心的商家瞄准了这
些商机：今年国庆期间，刷
多种银行卡都能享受娱乐
项目优惠， 对麦霸和影迷
来说，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好机会。

即日起每周六在王府
井影城、 星美影城、 芒果
博纳影城、潇湘国际影城、
中影今典影城 使用光大
银行信用卡仅刷10元即可
购得当天电影票一张，每
卡每活动日限购两张，3D
及特殊影片需客户自行补
齐差价。

不仅是光大银行，中
行在长沙也推出了类似
的优惠活动。

即日起到 12月 31日
之间的每周四，弗洛KTV
凭中行信用卡可以当会
员卡使用，中行信用卡持
卡人每周四在弗洛KTV
刷卡消费任意金额，可享
包厢全免优惠。不过参与
活动的持卡人需与活动
门店预约，每人每卡每周
限享受优惠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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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达人福利】
抽奖100%有礼，购物卡送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