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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出境游带上银联卡
全球近90个机场100多家免税店最高优惠10%

商报讯（记者 郭雀屏 通讯员 陆萍萍）
端午小长假在即，今年端午节恰逢高考结束，
使得出境游成为一些考生家庭的选择。同
时，只需在端午节前安排三天年假，即可拼出
“八连休”假期也带热了端午出境游。来自银
联的消息称，当前出境游使用以 62 开头的银
联卡可享受众多专属优惠和礼遇。银联卡目
前已经能在全球 15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0 万
家商户和超过 200 万台 ATM 方便地使用，用
卡服务和保障体系也更加完善。

“百大机场免税店”
特惠计划推出
旅途中，机场是直接影响游客出行体验
的重要场所之一。现在，使用银联卡不仅可
以在全球百大机场免税店享受优惠折扣，更
能体验机场 WIFI 租赁、中文地图等众多银联
卡专属服务。
比如，
银联国际特别推出“百大机场免税
店”特惠计划，全球近 90 个机场的 100 多家免
税店提供银联卡最高 10%优惠礼遇。活动不
仅覆盖全球客流量排名前 20 大机场中的 16

家机场参与活动，更囊括全球 10 大免税集团
中的 9 家，在 Dufry、DFS、乐天、LS travel re⁃
tail、World Duty Free Group 等前五大免税集
团实现全覆盖。此外，境外银联卡持卡人也
能在广州、杭州、昆明等 8 家中国境内机场免
税店享受银联卡专属优惠。
除了购物礼遇，众多机场还为银联卡持
卡人提供贴心服务，
优化出行体验。比如，
在
韩国仁川机场，用银联卡购买机场大巴车票
可获赠 T-money 交通卡，凭银联卡租赁无线
随身 WIFI 还有 1500 韩元折扣优惠等；在澳
大利亚墨尔本机场中国角，消费者用银联卡
支付可享现金抵扣或专属礼遇，用银联“闪
付”
（QuickPass）还能获赠本地电话卡（含 1G
流量）。

入银联卡账户，赴欧的中国游客还能在回国
后办理消费退税。在韩国，你也能在银联休
息室享受寄存行李、
免费WIFI等增值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
中国境内发行的银
联卡在境外取现，不仅每卡每日不超过等值
1 万元人民币，每卡每年累计取现也不能超
过等值 10 万元人民币，所以不妨多带一张银
联卡。
用卡安全当然也很重要，在 ATM 取现
或商户刷卡时要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对任何
要求转账和索要密码的电话或短信，及 ATM
上 贴 有 的 "Maintenance"、"Out of Service" 等
字样的通知保持高度警惕，必要时可拨打发
卡行境外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用卡服务和保障体系更完善
银联卡持卡人还可一如既往地享受境外
退税、银联贵宾厅、紧急现金支援等用卡服
务。游客在全球 30 多万家贴有退税标志的商
店消费并办理银联卡退税，退税款将直接汇

工行成为巴基斯坦最大外资银行
商报记者 郭雀屏 通讯员 沈力
近日，工商银行宣布，截至 2015 年末工
商银行巴基斯坦机构的总资产、总负债及净
利润分别比 2011 年开业当年增长了 1931%、
1833%和 904%，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双双跃
居巴基斯坦外资银行之首，成为巴基斯坦最
大的外资银行。
据工商银行卡拉奇分行总经理何声虎
介绍，该行巴基斯坦机构成立于 2011 年，总
部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和拉合尔设有分
支机构，是巴基斯坦目前唯一的中资商业银
行。成立五年来，工商银行巴基斯坦机构已

为上百家两国企业提供了包括巴基斯坦本
外币结算、贸易融资、项目融资、投融资顾问
等金融服务，客户涵盖政府机构、大型跨国
公司以及巴基斯坦当地的优质企业，服务行
业包括能源、油气、通讯、医药、建材、汽车、
食品、纺织等。
在工商银行巴基斯坦机构的客户中，
不 仅 有 中 国 移 动 、中 兴 、华 为 、三 峡 集 团 、
葛洲坝集团等“走出去”中资企业，还包括
卡 拉 奇 电 力 公 司 、Hashoo Group、Nishat
Mills Ltd、ATS Group、Masood Texitile Ltd 等
一批巴基斯坦本地客户。2015 年，卡拉奇
分行获得巴基斯坦央行特批在巴基斯坦建

立人民币清算机制，为巴基斯坦本地商业
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同时，工商银
行还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重要的合
作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协议总额超过 45
亿 美 元 ，目 前 由 其 牵 头 组 建 国 际 银 团 的
Thar 煤电一体化、Dawood 风电、Sachal 风电
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完成融资关闭并开始
提款。
何声虎表示，未来工商银行巴基斯坦机
构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品质，
践行“一带一路”愿景倡议，积极支持“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为促进中巴两国的经贸投
资往来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国瀚金控集团荣获
“2016 十佳金融创新企业”
商报讯（通讯员 俞远锋 记者 张采）近
日，在第三届浙江金融创新高峰论坛上，
国瀚
金控集团凭借创新化的金融模式及 2015 年
的优秀表现，再次入围 2016 浙江金融创新风
云榜，荣获“十佳金融创新企业”
。
本届高峰论坛，
行业专家与优秀金融企业
代表就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金融行业如何发挥血液作用，
更好地促进实体

经济的发展”
问题进行了主题探讨，
此外，
还揭
晓了 2016 浙江金融创新风云榜榜单。国瀚金
控集团作为浙江首家民营金融控股集团，
此次
成功入围榜单。该集团坚持打造
“综合性、
实力
型、
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平台”
，
目前形成了以
杭州、
湖州、
富阳为核心的业务协同格局，
并且
已成功进入舟山、
嘉兴、
安阳、
金华等地市场，
正
全力拓展全国市场。凭借创新化的成熟模式、

专业化的精英团队、
领先的风控体系、
综合的金
融服务能力等核心竞争优势，
国瀚金控积极响
应政府普惠金融、
金融强省的号召，
精准把控时
代需求，深入理解企业所需，
迎合政府转型趋
势，
通过创造性的 1+1地方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系统化解决方案，
解决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融资
难、融资贵等系列问题，助力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
推动区域经济健康、
持续发展。

“天才在我家”浦爱一生少儿绘画大赛正火热举行
商报记者 郭雀屏 通讯员 王莹
“缤纷少儿季，阳光伴你行”
。近日，
浦发
银行联手阳光人寿，携手目前国内唯一一家
中央一级艺术教育社团——中国艺术教育促
进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天才在我家”浦爱
一生少儿绘画大赛。
本次少儿绘画大赛设立幼儿组（0-7 岁）
和少儿组（8-15 岁）。全国海选赛时间为 5 月
30 日-6 月 17 日，杭州赛区每组各选出 10 幅
最佳作品，
送总行参加决赛评选，所有入选决
赛作品均可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
书。决赛时间为 6 月 20 日-30 日，大赛组委

会将邀请外部专家进行最终评选，两组分设
金、银、铜奖及优胜奖。
据悉，大赛始办于 1995 年，原身为“全国
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
，参赛选手逾几
百万，遍及全国 3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
一项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重要艺术比赛活动。
小选手们用画笔描绘锦绣河山，抒发生活感
悟，畅想美好未来。
亮点之一：高规格。决赛奖状均由中国
艺术教育促进会颁发，属于全国性大赛获奖，
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亮点之二：高获奖率。浦发银行杭州分
行可送选 20 幅作品参加决赛（幼儿组、
少儿组

各 10 幅），对于有绘画功底和天赋的小朋友
来说，是拿到全国性比赛证书的绝佳机遇。
亮点之三：参赛选手还有机会获得暑假
亲子夏令营、少儿天赋基因检测等增值服
务！其中，
“智慧宝宝”天赋基因检测包，
通过
记忆天赋、理解力天赋、思维敏捷天赋、想象
力天赋、思维分析天赋、持续注意力天赋的检
测，了解宝宝在绘画、音乐等方面特长；
“体育
宝宝”天赋基因检测包，通过体能天赋、肌力
天赋、爆发力天赋、耐力天赋、速度天赋的检
测，了解宝宝在体育方面的特长。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掌中宝！浦发银行联手
阳光人寿共同助力你的孩子真正赢在起跑线上！

银联爱卡生活
中国银联
【优步（UBER）6 折乘车】银联信用卡（卡号以62
开 头）6 折 出 行 优 惠 ：6 月 30 日 前 每 周 六 ，通 过
UBER APP 开屏界面获取活动专属优惠码，输入
UBER 账户，使用“银联”支付方式绑定的银联信用
卡支付车费，即可享受全单 6 折（8元封顶）。用户每
天限享一次，
周六当天有效，
先到先得。
【DQ 满就减】2016 年 6 月 7 日至 2017 年 6 月 7
日，每周二、六刷 62 开头银联信用卡，满 26 元随机立
减，最高免单！欢畅整年！暴风雪，皇后松饼，DQ
冰激凌蛋糕，
随心选！
【美食满就减】太平洋咖啡：12 月 31 日前，在太
平洋咖啡指定门店使用银联信用卡刷卡或插卡、小
额免验免密、挥卡、银联云闪付（支持所有 Pay）购买
任意手调饮品，可尊享免费杯型升级礼遇；全家超
市：6 月 15 日前每周一、周四，银联云闪付满 20 元立
减 8 元。
【星巴克满 60 立减 15】即日起每周二，在江浙
沪的所有星巴克门店使用银联云闪付单笔消费全场
满 60 元立减 15 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
适用于银联云闪付（支持安卓 4.4.2 以上版本近场通
讯NFC手机，
iPhone6以上版本手机等移动设备）方式
支付，银联卡刷卡、插卡及卡方式支付方式均不参加
本次活动。每个活动日每卡限优惠一次。
农业银行
【必胜客满就减】6 月 30 日前每周六，持农行信
用卡至必胜客欢乐餐厅活动门店用餐单笔刷卡消费
满 120 元，可享立减 40.01 元优惠。持漂亮升级妈妈
信用卡单笔刷卡消费满 120 元，可享立减 60.01 元优
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建设银行
【亚马逊大促】6 月 6 日前，在美国亚马逊使用
visa 标识的龙卡信用卡（卡号4开头）购买直邮商品，
单笔金额满 80 美元（不含运费、
税费等）即可立减 8
美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使用 visa 标识的龙卡
全球支付信用卡、龙卡 EMV 信用卡消费，同期还可
参与“海淘十大名店 6%奖励”活动！美亚单笔支付
金额每满 100 美元返现 6 美元！每人每月最高奖励
60 美元，不限名额！

交通银行
【1 元乐观影】即日起至 2016 年底，每周五中午
12:00，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通过“浙江交行微银
行”1 元看电影专区注册，可参与 1 元看电影活动。
活动优惠数量有限，先抢先得。具体活动细则及参
与城市影院以“浙江交行微银行”信息公布为准。
广发银行
【Apple Pay 返现】10 月 17 日前每月首笔用广
发 Apple Pay 消费满 10 元返 10 元，每人每月返还一
次。

浦发银行
【1 积分兑换星巴克】年底前，浦发爱宁卡、梦卡
（收费版）、美国运通卡客户当月任意消费三笔，次月
5 日后即可获得 1 积分兑换大杯星巴克饮品权益！
共 20000 份，先到先得。

邮储银行
【世纪联华 9 折】年底前，持邮储银行信用卡每
周六 12:00 以后至指定世纪联华门店购物满 100 元，
在邮储银行专用通道刷卡即可享受 9 折优惠。每个
活动日单卡、单张小票封顶优惠 20 元；普卡、公务
卡、邮储银行员工卡每月享受一次优惠；
金卡享受三
次优惠，封顶优惠 60 元。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刷卡优惠信息仅供参考，若有调整，
以各银行实
际公布信息为准。
整理：
郭雀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