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权益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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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刷有礼

1. “花点时间”鲜花权益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5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凡使用我行阳光伊人钛金卡，通过万事达渠道首刷的客户可获“花点时间”

提供的月权益一次（月权益：每周一次鲜花，共四次）

活动细则：

1.客户首次使用我行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通过万事达渠道完成任意一笔刷

卡消费，即可享“花点时间”提供的鲜花权益一次，共计 5600 名，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2.获奖名单根据我行系统交易入账后，客户首笔刷卡交易时间排序统计；

3.如在活动期间发生撤销交易，则所撤销的交易不计入本次活动统计范围。

4.如用户出现违规行为（如虚假交易，套现等），将撤销活动参与资格。

5.奖励权益将在客户首刷交易后次月发送至客户“阳光惠生活”账户-我的

码券。具体领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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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领取码券后，登陆 http://t.cn/R9cM0gr 如下图一；

图一

B.进如后点击“立即购买”，跳转至图二；

图二

C.按上图要求，选择收花时间及我行阳光伊人钛金卡卡号，完成后，点击下

一步，参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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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D.按图三要求，填写收货地址，完成后选择“优惠”，并输入您获得的电子

权益码券，如图四；

图四

全部完成后，点击“确定”后，提交订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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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详情：

http://t.cn/R9cM0gr

一、酒店餐饮

1. 高端五星级酒店下午茶买 1送 1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携带至少一位同伴至全国指定五星级酒店下午

茶餐厅用餐并用上述卡片完成预订和支付，即可享受两人同行五折优惠

活动细则：

1.使用该优惠需提前一天在万事达卡官网、手机网站，或致电客服热线 400

882 6036 进行预约。预定成功将会收到确认短信及验证序列号。

2.用餐后出示短信，并使用万事达卡支付即可享受相关优惠。

3.如非特别说明，商户所提供的权益不包括税费和服务费。

4.使用该服务以商户当日可接受的实际承接量为准。如因客满或不可控因素

无法提供服务，有发生预订不成功的可能。

5.相关优惠不适用于商户指定的日子， 如圣诞节，情人节，大除夕，父、

母亲节及法定节假日。具体优惠请参阅商户详情页面。

6.相关优惠不可与商户的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7.活动有效期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8.客乐芙（上海静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留随时撤销和调换相关商户和优

惠的权力。

城市 酒店 餐段 权益

北京

北京天伦王朝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北京 JW万豪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北京海淀永泰福朋喜来登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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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详情：

1.官网预定

https://gift.colourfulchina.com/entry/mc-tea/

2.电话预定：

400 636 8008

2. 万事达卡精选美酒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活动内容：

持万事达卡在指定餐厅消费食品及非酒精饮品满 120 新元/600 人民币/800

港币（均不含税），即可从万事达卡精选美酒礼遇中免费挑选精选美酒一瓶。

参与餐厅城市分布

新加坡：35 家

香港：39 家

北京：24 家

上海：33 家

活动细则：

1.欲取得参加本促销活动的资格，须达指定餐厅最低消费金额，最低消费金

上海

上海豫园万丽酒店 周六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上海明捷万丽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上海瑞金洲际酒店 周一至周五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广州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深圳
深圳金茂 JW万豪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济南 济南万达凯悦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苏州 苏州托尼洛·兰博基尼书苑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南京 南京威斯汀大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宁波 宁波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合肥 合肥元一希尔顿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温州 温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太原 太原星河湾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武汉 武汉万达嘉华酒店 周一至周日 两人同行享五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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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仅适用于所有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为避免产生疑惑，酒精饮品不纳入最低消费

额范畴。最低消费根据地域和餐厅情况有所不同，请点选以下餐厅优惠页面查看

最低消费金额。

2.食品包括早午餐、自助餐、特惠套餐、精选套餐等常规菜单以及店内其他

优惠品项。

3.此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如信用卡折扣优惠）、贵宾卡和/或任何其他第

三方发行的餐券同时使用。

4.非酒精饮品包括但不限于蒸馏水、气泡水、软饮、果汁以及无酒精鸡尾酒。

5.建议但不强制提前预定餐厅。所有顾客皆应在点餐前向餐厅服务员表明其

万事达卡持卡人身分，并告知使用此优惠。

6.客户可自行决定将免费精选美酒堂食或外带。

7.此优惠需以有效的万事达卡全额支付时即可生效。

8.每单仅限一瓶免费精选美酒。

9.所有参与活动的商家保留更换精选美酒的权利，与其他同等价值的葡萄酒

更换。

10.此优惠在餐厅正常营业时间均适用，不受特殊节假日限制。

11.聚餐时分单不可享受此优惠。如对此条件有任何疑问，请在点餐前咨询

服务员。

12.免费精选美酒不能兑换现金或其他商品及服务，且必须在餐厅消费当天

兑换。

13. 如 须 反 馈 意 见 、 投 诉 或 咨 询 ， 请 发 送 邮 件 到

feedback@wineprivileges.com，24 小时内将有专人回复。

14.此文所述商品及服务均由商家供应及提供，与提供、兑换或享用商品或

服务相关的任何损失，万事达卡概不负责。

15.万事达卡以及参与活动的商家保留变更/修改优惠或条款及条件的权利，

无需另行通知。万事达卡对所有优惠或条款及条件的相关问题保有绝对酌情权，

并对所有参与方具有约束力。

16.此项权益有效期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万事达卡有

权在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终止此项权益或者更换指定餐厅。

北京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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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阁，中国北京 Butcher & Baker Café，香港

Asia Bistro, 中国北京 Eat it ，香港

Atmosphere, 中国北京 FIGOS，香港

福楼咖啡，中国北京 FINDS，香港

福楼咖啡 (国贸商城), 中国北京 Frites Belgium on Tap Causeway Bay, 香港

福楼咖啡 (东大桥路), 中国北京 Frites Belgium on Tap Central, 香港

意味轩，中国北京 Frites Belgium on Tap Quarry Bay, 香港

CRU Steakhouse, 中国北京 Frites Belgium on Tap Wanchai, 香港

Florentina，中国北京 High Street Grill，香港

四季汇, 中国北京 Jaspa's - Central，香港

潮泰意 Café - 三里屯, 中国北京 Jaspa's - Discovery Bay，香港

潮泰意Café - 新光天地, 中国北京 Jaspa's - Happy Valley，香港

国贸 79, 中国北京 Jaspa's - Kennedy Town，香港

京雅堂, 中国北京 Jaspa's - Sai Kung，香港

拉蒂娜 (亮马桥), 中国北京 Jaspa's - Sai Ying Pun，香港

陆羽, 中国北京 K-TOWN Bar & Grill，香港

新中国北京福楼，中国北京 MOOFISH，香港

摩卡站三里屯，中国北京 Oolaa，香港

摩卡站蓝色港湾，中国北京 Oolaa Petite，香港

摩卡站世贸天阶店，中国北京 Pepperoni's - Sai Kung，香港

摸石头餐厅, 中国北京 Piccolo's，香港

O'Steak Bistrot (Shunyi), 中国北京 Sing Woo Rd Bar & Grill，香港

莆田- 頤堤港, 中国北京 Wagyu，香港

金阁, 中国北京 Wagyu Lounge，香港

Sureno, 中国北京 Zak's，香港

红馆, 中国北京

上海 新加坡

乐意坊 (港汇广场), 中国上海 9 狗不理，新加坡

乐意坊 (陆家嘴), 中国上海 Azur, 新加坡

乐意坊(缤谷文化休闲广场), 中国上海 B28，新加坡

乐意坊(环球港), 中国上海 Bar '75, 新加坡

两咖啡, 中国上海 Bistro Gardenasia, 新加坡

CALYPSO 餐厅酒廊，中国上海 福满楼, 新加坡

食社, 中国上海 Bliss Restaurant, 新加坡

意庐, 中国上海 金满楼, 新加坡

丹尼艾丽意大利餐厅, 中国上海 萬福樓, 新加坡

El Willy，中国上海
Caffè Vergnano 1882 Singapore (South

Beach), 新加坡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29_Grill_Beiji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utcher_Baker_Cafe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sia_Bistr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Eatit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tmospher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IGOS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e_Fl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INDS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e_Flo_China_World_Mall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rites_Belgium_on_Tap_Causeway_Bay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e_Flo_Dongdaqiao_Lu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rites_Belgium_on_Tap_Central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epe_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rites_Belgium_on_Tap_Quarry_Bay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RU_Steakhous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rites_Belgium_on_Tap_Wanchai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lorentina_Beiji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igh_Street_Grill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enfish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Central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Sanlitun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Discovery_Bay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SKP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Happy_Valley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ill_79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Kennedy_Town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ing_Yaa_Tang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Sai_Kung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Liang_Mao_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aspas-Sai_Ying_Pun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u_Yu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K-TOWN_Bar_Grill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aison_Flo_Beiji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OOFISH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OKA_Bros_Sanlitun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olaa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OKA_Bros_Solana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olaa_Petite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OKA_Bros_The_Plac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epperonis_-_Sai_Kung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ost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iccolos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Steak_Bistrot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ing_Woo_Rd_Bar_Grill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Yi_Di_Gang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agyu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Qi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agyu_Lounge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uren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Zaks_Hong_Kong.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he_Red_Chamber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9Goubuli_Marina_Bay_Sand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lla_Torre_Lujiazui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zur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lla_Torre_Pizzeria_Bingo_Plaza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28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Alla_Torre_Pizzeria_Shanghai_Global_Harbor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ar_75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e_Liang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istro_Gardenasi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lypso_Restaurant_Loung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liss_Garde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ommune_Social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liss_Restaura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ucina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lossom_Garde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Danielis_Italian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Bountiful_Restaura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El_Willy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fe_Vergnano_1882_Singapore_South_Beach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ffe_Vergnano_1882_Singapore_South_Beach_Singap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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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fante，中国上海 Canopy, 新加坡

衡山 99Francis, 中国上海 金禧楼, 新加坡

伽雅意大利餐厅, 中国上海 Cook & Brew, 新加坡

透明思考新天地餐厅(新天地北里店), 中
国上海 Cornerstone, 新加坡

潮泰意 Café - 静安嘉里中心商场, 中国
上海 风水廷, 新加坡

潮泰意 Café - 新天地, 中国上海 Follia, 新加坡

Greyhound 淮海中路，中国上海 Forest 森, 新加坡

春华秋实中餐厅, 中国上海 福临门酒楼, 新加坡

御寶南北小馆(虹桥), 中国上海
Fukuya Japanese Restaurant (Raffles

Country Club), 新加坡

御寶火锅店(虹桥), 中国上海 锦珍酒楼, 新加坡

御寶至尊烤鸭店(虹桥), 中国上海 GoroGoro Steamboat Buffet, 新加坡

意索娜意大利餐厅，中国上海 御宴, 新加坡

日珍, 中国上海 Hanashizuku Japanese Cuisine, 新加坡

拉蒂娜(Latina)碧云店，中国上海 Harry's Anguilla，新加坡

拉蒂娜 (长泰广场), 中国上海 Harry's Boat Quay，新加坡

拉蒂娜(Latina)港汇店，中国上海 Harry's Chijmes，新加坡

拉蒂娜(Latina)陆家嘴店，中国上海 Harry's Clarke Quay，新加坡

拉蒂娜(Latina)铜仁路店，中国上海 Harry's Claymore，新加坡

Le Reve, 中国上海 Harry's Cuppage，新加坡

M1NT 餐厅和酒廊，中国上海 Harry's Dempsey Hill，新加坡

Mylk (大学路), 中国上海 Harry's Esplanade，新加坡

Mylk (陆家嘴), 中国上海 Harry's Harbourfront，新加坡

Mylk (南京西路), 中国上海 Harry's Holland Village，新加坡

Mylk (曲阜路), 中国上海 Harry's Mapletree Business Park，新加坡

Mylk (武定), 中国上海 Harry's MBLM，新加坡

巴黎蓝，中国上海 Harry's Novena，新加坡

巴黎红，中国上海 Harry's Riverside Point，新加坡

POP 美式餐厅，中国上海 Harry's Robertson Pier，新加坡

莆田(湖滨道店), 中国上海 Harry's Shenton Way，新加坡

莆田大悦城，中国上海 Harry's Tampines Grande，新加坡

莆田世博源，中国上海 乐满楼, 新加坡

莆田虹桥天地，中国上海 Hood Bar & Café, 新加坡

莆田虹桥南丰城，中国上海 I'm Kim Korean BBQ, 新加坡

莆田 (七宝万科店), 中国上海 凰珍阁, 新加坡

莆田(五角场店), 中国上海 in ITALY, 新加坡

圣思园国际餐厅, 中国上海 Indocafé, 新加坡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Elefant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nop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rancis_Heng_Shan_99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arpenter_29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aia_2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ook_Brew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lasshous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lasshous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Cornerston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Cafe_Kerry_Center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Cafe_Kerry_Center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eng_Shui_In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Cafe_Xintiandi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olli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eyhound_Huaihai_Zhonglu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ores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ua_Chinese_Restaurant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u_Lin_Men_Chinese_Restaurant_Raffles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mperial_Treasure_Nan_Bei_Hong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ukuya_Japanese_Restaurant-Raffles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Fukuya_Japanese_Restaurant-Raffles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mperial_Treasure_Steamboat_Hong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im_Tim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mperial_Treasure_Super_Peking_Duck_Hong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oroGoro_Steamboat_Buffe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sola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Grand_Banquet_Hotel_Royal_Queen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Kobachi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nashizuku_Japanese_Cuisin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Biyun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Anguill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Chamtime_Plac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Boat_Qua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Grand_Gateway_Plaza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Chijme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Lujiazui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Clarke_Qua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tina_Tongren_Lan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Claymor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e_Rev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Cuppag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1NT_Restaurant_Grill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Dempsey_Hi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lk_Daxue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Esplanad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lk_Lujiazui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Harbourfro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lk_Nanjing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Holland_Villag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lk_Qufu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Mapletree_Business_Park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lk_Wuding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MBLM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aris_Bleu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Noven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aris_Roug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Riverside_Poi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OP_American_Brasseri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Robertson_Pier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Hubin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Shenton_Wa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Joy_City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arrys_Tampines_Grand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River_Mall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illtop_Garden_Restaura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The_Hub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Hood_Bar_Caf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The_Plac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m_Kim_Korean_BBQ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Vanke_Mall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mperial_Cour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Wu_J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n_ITAL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aints_International_Restaurant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Indocafe_Singap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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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轩意大利餐厅, 中国上海 美满楼, 新加坡

Shanghai Tang Cafè Hongqiao，中国
上海 Kuvo, 新加坡

夏宫，中国上海
LakeFront Restaurant & Pub (Raffles Country

Club), 新加坡

烧烤, 中国上海 Lobby Lounge, 新加坡

Tsuru, 中国上海 LongPlay，新加坡

Va Bene，中国上海 Meyer House, 新加坡

黄浦会, 中国上海 My Awesome Café, 新加坡

O Boeuf a 6 Pattes, 新加坡

海之味, 新加坡

One Place Bistro & Bar, 新加坡

澳西亚, 新加坡

OSO Ristorante，新加坡

潮樂轩 - 中华游泳会，新加坡

潮樂轩 - 诗阁广场，新加坡

Perfetto Café, 新加坡

品食之家, 新加坡

品食尚厨, 新加坡

Pollen，新加坡

莆田 (Ion Orchard), 新加坡

莆田 (Jurong Point), 新加坡

莆田 (Kitchener Road), 新加坡

莆田 (Marina Square), 新加坡

莆田 (Nex), 新加坡

莆田 (Parkway Parade), 新加坡

莆田 (Raffles City), 新加坡

莆田 (Resorts World Sentosa), 新加坡

莆田 (Tampines Mall), 新加坡

莆田 (Vivo City), 新加坡

Red Baron, 新加坡

赤。寿司, 新加坡

Re!Joice Ballroom (Hotel Re! @ Pearl's Hill), 新
加坡

Santa Fe Tex-Mex Grill, 新加坡

Saturday House, 新加坡

樂天海鲜 - 滨海湾金沙综合娱乐城，新加坡

知味餐厅, 新加坡

Sen of Japan，新加坡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cena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Joy_Garden_Restaura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hanghai_Tang_Cafe_Hong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hanghai_Tang_Cafe_Hongqiao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Kuvo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ummer_Palac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keFront_Restaurant_Pub-Raffles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akeFront_Restaurant_Pub-Raffles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he_Grill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obby_Loung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suru_Shangri-la_Jing_An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LongPla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Va_Bene_Shanghai.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eyer_Hous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hampoa_Club_China.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My_Awesome_Caf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_Boeuf_a_6_Patte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cean_Restaura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ne_Place_Bistro_Bar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si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OSO_Ristorant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aradise_Teochew_Chinese_Swimming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aradise_Teochew_Scotts_Squar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erfetto_Caf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insi_Kitchen_Restaurant_Safra_Yishun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insi_Superior_Punggol_Country_Club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olle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Ion_Orchard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Jurong_Point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Kitchener_Road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Marina_Squar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Nex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Parkway_Parad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Raffles_Cit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Resorts_World_Sentos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Tampines_Ma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PUTIEN_Vivo_Cit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Red_Baro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Reddo_Sushi_Teppanyaki_Bugi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ReJoice_Ballroom_Hotel_Re_Pearls_Hi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ReJoice_Ballroom_Hotel_Re_Pearls_Hi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anta_Fe_Tex-Mex_Gri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aturday_Hous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eafood_Paradise_Marina_Bay_Sand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easonal_Taste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en_of_Japan_Singap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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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s, 新加坡

四川豆花饭庄, Kitchener Road, 新加坡

Siam Thai Tuckshop, 新加坡

Spice Brasserie, 新加坡

春, 新加坡

饕聚 – 新亚海鲜, 新加坡

味之楼，新加坡

The Disgruntled Brasserie，新加坡

The Disgruntled Chef Dempsey，新加坡

Tiger's Milk，新加坡

珍辉阁, 新加坡

Turnhouse Bistro & Bar, 新加坡

龍海鲜螃蟹王, 新加坡

Wawawa Bistro, 新加坡

Wharf Oyster Bar & Grill, 新加坡

和平香港粤菜, 新加坡

和平饭店, 新加坡

和平凤凰饭店, 新加坡

预定详情：

获取方式：建议但不强制提前预定餐厅，未预约的客户应在点餐前告知餐厅其万

事达卡持卡人来获取礼遇

3. 高端五星级酒店买 1送 1自助餐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最全的酒店自助餐精萃，搜罗全球各地的美食珍品！酒店覆盖喜来登、威斯

汀、希尔顿、万豪、洲际、艾美、索菲特在内的众多高端国际酒店品牌。两人同

行，提供高达 50% 的独家优惠。单次优惠平均价值 300 元！

万事达钛金卡及以上级别持卡人携带一位同伴至全国指定五星级酒店自助

餐厅用餐并用上述卡片完成预订和支付，即可享受两人五折的优惠

活动细则：

1.该优惠仅适用于我行发行的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使用该优惠需提前一天

在万事达卡官网、手机网站，或致电客服热线 400 882 6036 进行预约。预定成

功将会收到确认短信及验证序列号。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ession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i_Chuan_Dou_Hua_Kitchener_Road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iam_Thai_Tuckshop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pice_Brasseri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Syun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ao_Seafood_Asia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aste_Paradise_ION_Orchard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he_Disgruntled_Brasseri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he_Disgruntled_Chef_Dempsey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igers_Milk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im_Palac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Turnhouse_Bistro_Bar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Uncle_Leong_Signatures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awawa_Bistro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harf_Oyster_Bar_Grill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o_Peng_Cantonese_Cuisin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o_Peng_Cuisine_Singapore.html
http://www.worldcard.mastercard.com/content/mc/offer-exchange/worldcard/china/zh_cn/rewards/Wine_Wo_Peng_Phoenix_Singap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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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餐后出示短信，并使用万事达卡支付即可享受相关优惠。

3. 如非特别说明，商户所提供的权益不包括税费和服务费。

4. 使用该服务以商户当日可接受的实际承接量为准。如因客满或不可控因

素无法提供服务，有发生预订不成功的可能。

5. 关优惠不适用于商户指定的日子， 如圣诞节，情人节，大除夕，父、母

亲节及法定节假日。具体优惠请参阅商户详情页面。

6. 相关优惠不可与商户的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7. 活动有效期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8. 客乐芙（上海静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留随时撤销和调换相关商户和

优惠的权力。

预定详情：

1.官网预定

https://gift.colourfulchina.com/entry/mc/

2.电话预定：

400 636 8008

4. 海外用餐返百元现金红包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参加本活动的持卡人需登录大众点评账号，在活动页面输入万事达卡卡号报

名。当月持注册后的万事达卡在海外餐饮商户消费，并且累计消费金额达到相应

标准后，即可获得最高 100 元的红包奖励。

返现红包在满足活动条件的每个自然月后的 60 天内发放至关联的大众点评

账户。红包全平台通用，但每个大众点评订单仅限使用一个红包，每单结算金额

高于红包面值金额，即可使用该红包进行抵扣。有效期为发放后的一个月。

活动细则：

1.本活动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本活动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万事达卡。

3.参加本活动的持卡人需登录大众点评账号，在活动页面输入万事达卡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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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报名后的在海外餐饮商户合格消费金额计入当月活动总金额参与活动。

4.同一张卡仅可在一个大众点评账户下关联一次，每个账户最多可同时绑定

两张万事达卡。用户可更换卡片，但参与活动的卡片以每月末绑定的为准，被更

换的卡片的消费不计入活动总金额，不参与红包奖励。

5.活动内容：当月持注册后的万事达卡在海外餐饮商户消费，并且累计消费

金额达到相应标准后，即可获得最高 100 元的红包奖励。具体规则为：最低消费

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红包金额以人民币 20 元起，每 20 元依次递增。例如：累

计消费满 200 元及以上，返 20 元红包；满 400 元及以上，返 40 元红包；满 600

元及以上，返 60 元红包；满 800 元及以上，返 80 元红包。满 1000 元及以上，

返 100 元红包。单张万事达卡每月最高返人民币 100 元红包。

6.本活动交易金额按人民币计算，如交易入账货币为美元或欧元等，则按消

费当月万事达系统内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7.本活动仅计算在万事达卡网络内的境外餐饮类商户消费（包括港澳台地

区）。取现交易、非面对面（含网络）消费、消费后退款等交易不计入活动。

8.餐饮类商户定义以万事达卡系统记录为准。

9.红包在满足活动条件的每个自然月后的 60 天内发放至关联的大众点评账

户。红包全平台通用，有效期为发放后的一个月。

10.红包返还金额计算以当月最后一天 24：00 系统记录的万事达卡片信息及

累计合资格的消费金额为准。

11.每个大众点评订单仅限使用一个红包，每单结算金额高于红包面值金额，

即可使用该红包进行抵扣。

12.活动期间，每月红包奖励的数量有限（具体数量由万事达卡视情况设定），

以当月合格境外消费金额大小排序，赠完即止。

13.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万事达卡有权修订本活动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

于参加资格、交易时间及奖励方式等）、暂停或取消本活动、并经相关途径（如

网站等）公告后生效；如有任何争议，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万事达卡将保留最

终决定权。所有信息以万事达卡官网公布的内容为准。

预定详情：

https://www.dianping.com/login?redir=http://www.dian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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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类

1. 签证免服务费及 99 元起办理全球签证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1.持卡人本人在百程旅行网办理签证服务即可享受全场 18 个国家，183 种

签证免服务费的优惠，每位持卡人每月每个国家签证仅限购买一单.

2.每月前 300 名下单者，即可享受优惠价，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每位持卡

人每月每个国家活动签证仅限购买一单，万事达卡将根据活动效果保留对活动内

容调整的权利。

•日本、韩国、新加坡、入台证、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签证 99 元起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签证 499 元起

•美国、加拿大签证 599 元起

•澳大利亚签证 699 元起办理的优惠

活动细则：

1．我行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参与本优惠办签活动即视为接受本

条款。

2．下单办理一个国家（地区）的签证即视为一次受理。

3．免服务费办理签证范围仅限于百程旅行网万事达卡主题页面上展示的 18

个国家，共 183 个签证商品。具体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

韩国、日本、入台证、希腊。每位持卡人每月每个国家签证仅限购买一单，特殊

签证服务不参加免服务费活动。

4.99 元起办理全球签证优惠活动覆盖 14 个国家，具体包括日本、韩国、新

加坡、入台证、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签证 99 元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英国签证 499 元起，美国、加拿大签证 599 元起，澳大利亚签证 699 元起，每月

前 300 名下单者，即可享受优惠价，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每位持卡人每月每个



16

国家活动签证仅限购买一单，特殊签证服务不参加活动，万事达卡将根据活动效

果保留对活动内容调整的权利。

5.万事达卡持卡人按照活动规则办理签证服务后，如有需要，百程有权要求

持卡人本人提供所持万事达卡的正反面复印件（可遮挡中间 4位及 CVV2 码），

否则不予办理签证。

6．百程旅行网需要万事达卡持卡人提供办签所需材料提交使馆，持卡人参

与优惠办签活动即视为同意百程旅行网此种个人信息使用行为。

7．事达卡持卡人按照活动规则享受办签服务费用减免后，仍需支付使馆收

取的签证费及其他关联费用

8．万事达卡持卡人参与优惠办签活动应按照百程旅行网的签证办理流程提

交订单，并遵守订单条款。

9. 我行非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不享有此优惠活动，需按照百程旅行

网展示的价格缴纳办签费用。

10.百程旅行网的签证费用及服务费用可能会因政策、使馆、节日等因素发

生调整，最终价格以百程官网展示为准。

预定详情：

1.电脑端预定：

http://www.baicheng.com/visa/mastercard

2.手机端预定：

m.baicheng.com/mastercard

2、斯里兰卡航线享 85 折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持卡人在 http://www.srilankan.com/预定所有航线享 85 折优惠

活动细则

1.万事达卡持卡人可享受 85 折优惠

2.折扣仅适用于经济舱和商务舱

3.折扣优惠适用于单程和往返机票

4.折扣仅适用 UL 旗下航班，折扣不得与其他优惠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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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适用日期如下：出境去程：2017 年 1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以及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 日入

境回程：2017 年 1 月 30 日至 2017 年 2 月 8 日，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以及 2017 年 10 月 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9 日

6.旅行预定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即最迟回程日

期需不迟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

7.具体预定根据当时机票可用情况

8.享受此折扣需登陆斯里兰卡指定页面预定

预定详情：

http://www.srilankan.com/

3、东航“U+随享”国际地区航线公务舱机票买一赠一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通过东航官网 www.ceair.com 购买“U+随享”产品，即指定航线、

指定舱位、指定旅行日期的公务舱买一赠一的旅客，仅需支付单人公务舱票价及

双人机票税费，可获赠相同行程、相同舱位的机票一套。

在此基础上，使用万事达卡指定高端卡的持卡人在购买“U+随享”产品时，

使用万事达卡支付，更可每笔订单额外直减 500 元人民币（数量有限，减完即

止） 。

活动细则：

1. 享受此优惠，持卡人需支付单人公务舱票价及双人机票税费。

2. 运价适用：本运价不允许与其他运价通告组合使用。

3. 客票限制条件：

•签转：不得签注。

•改期：不允许旅客自愿改期，非自愿改期同总则处理。

•退票：原购客票和赠票必须两张机票一并退票，不允许单张退票，其中原

购客票退票手续费参照公布运价退票规定，赠票仅退还税费及燃油附加费。原购

客票或赠票若部分使用，则整套客票不予退票。

•自愿降舱：原购客票与赠票均不退还舱位差价。

•非自愿降舱：原购客票退还给旅客相应航段的舱位差价；赠票不退还舱位

差价

4. 2016 年适用航线及日期请点击此处

•赠票旅客必须与原购客票旅客同进同出。

•赠票必须注明原购客票票号；原购客票必须注明赠票票号。

•税费：原购客票与赠票均按正常税费计算和收取。

•原购客票的运价基础及适用运价同公布运价（ATPCO）中对应舱位的运价基

础与运价。

http://www.srilank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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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及婴儿票价不适用该产品，无成人陪伴儿童不适用该产品。

•本产品不支持所有东航 E 卡支付方式（含畅行 E卡、经纪 E 卡、小微企业

账户）。

•国内中转：•凡购买本产品欧美澳国际远程航线公务舱客票的购票旅客及赠

票旅客均免费赠送国内段，国内段赠送舱位为 F舱或 C舱。

•购买本产品非欧美澳国际远程航线公务舱客票的购票旅客及赠票旅客国内

航段均按照正常 ADD-ON 规则进行收费。

预定详情：

http://www.ceair.com/a/u_wsd.html

4、立鼎世酒店集团酒店尊享无价体验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使用万事达卡在参加活动的立鼎世酒店集团酒店进行预订及付款，连续入住

至少三晚，每间客房可获赠一张价值 150 美元的酒店消费券（或以同等价值的当

地货币计）。

活动细则：

•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预订方可享受此优惠，数量有限，订满即止。

• 特定日期不适用。

• 此优惠不可与其它优惠同时使用。

• 所有参加活动的立鼎世酒店集团酒店的条款与细则各不相同，您在预订过

程中会看到附加条款、细则、使用限制和取消政策。

• 输入日期和选择好客房后，您会看到“选择房价”页面，在这里您可以查

看房价详情和押金/担保信息

预定详情：

http://www.lhw.cn/

5、荔枝选新锐高端酒店预订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2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即日起，刷万事达卡在荔枝选官网 www.lychee.com 或通过我们的 7*24 小时

客服热线预订任意酒店，即可获得人民币 300 元现金返还优惠。

您只需要在预订完成页面点击“获得返现”即可轻松赢取人民币 300 元返现

优惠。如果通过我们的 7*24 小时客服热线预订，请使用有效万事达卡预订并对

客服专员提出返现。

活动细则：

1. 预订请发电子邮件至 contact@lychee.com 或拨打客服热线：400 606

1666。

2. 有效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 请于消费前先告知服务人员及出示上述 Mastercard 万事达卡，并使用该

卡消费才可享受优惠。

http://www.ceair.com/a/u_ws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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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可转让，仅对所示优惠有效，不可兑换现金。

5. 不可与其他优惠一起使用。

预定详情：

电话：+86 400 606 1666 或 +86 10 65336980

电子信箱：contact@lychee.com

网站： http://www.lychee.com

6、Airbnb 租房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28 日

活动内容：

刷万事达卡支付，首次预订爱彼迎任意房源，满人民币 1,500 元立减 250

元！

活动细则：

1.单次符合条件的预订金额满人民币 1,500 元时（不包括 Airbnb 的服务

费和清洁费），使用优惠券您可享受 250 元人民币折扣优惠。实际所适用的折

扣金额可能因四舍五入或平台上的内部汇率转换而略有差异。

2.预订须符合以下条件：（a）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北京时间 23:59 之

前已使用推广码完成预订（包括房东确认）且（b）入住的退房时间应不晚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北京时间 23:59（前述两个日期均包含在内）。

3.须使用合格银行卡付款（受制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可使用合格银行卡付

款的预订的类型可能不时变化，具体以实际付款时平台上显示的信息为准）。

4.推广码格式 “MCCN” 加付款所使用卡片的前 6 位数字。

5.推广码必须在您为您的预订实际完成付款前使用，否则在其之后您将不能

再就该等预订要求使用推广码或要求就您之后的任何预订使用推广码。

6.仅对中国未在 Airbnb 做出过符合条件的预订的 Airbnb 注册用户有效。

每位注册用户仅可享受一次折扣优惠。不得转让给其他用户，不得兑换现金。不

与其他 Airbnb 优惠券或折扣码同时使用。仅退还实际支付的金额。较早版本的

Airbnb 移动应用可能不支持使用推广码。

7.如果 Airbnb 怀疑存在欺诈、篡改、违反 Airbnb 服务条款或技术错误的

情形，Airbnb 保留做出任何补救的权利，包括拒绝提供折扣优惠、注销您的账

户或取消您的预订。万事达卡公司和/或 Airbnb 保留权利，在不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终止提供优惠和/或使用价值相似的其他优惠取代该优惠。万事达卡公司

仅作为支付业务提供商行事，如果 Airbnb 未提供或履行任何服务或福利，万事

达卡公司不承担责任。Airbnb 自行负责提供优惠及所有相关特惠。

预定详情：

www.airbnbchina.cn/mccn

预订步骤：

1. 浏览活动网站：www.airbnbchina.cn/mccn

2. 在世界任何角落发掘并预订与众不同的房源

3. 在结算页面（即您提交付款的页面）输入优惠券代码：

a. 在“总价”前点击“优惠券”

b.输入代码“MCCN”及您万事达卡卡号的前六位数字，并点击“使用优惠券”，

即可享用此优惠，例如：MCCN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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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效期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旅程必须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当天或之前完成）

7、全球在线酒店预订优惠-Hotels.com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Hotels.com 提供遍及 6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65,000 多家酒店的预订服务。

我们的酒店评价可帮助您找到合适位置具有最佳优惠的酒店。无论您是临时决定

出行、和家人一起旅游度假还是商务旅行，我们都能为您提供称心如意的酒店优

惠。

超值价任选住宿，旅行更轻松

随心所欲：用超值价格预约您想要的住宿，随时轻松成行！

现在刷 MasterCard 万事达卡在 Hotels.com 预订亚太地区数千家精选酒店，

立即享有 92 折优惠

活动细则：

1、使用优惠券预订「最优惠价格保证」参与酒店，首间客房可享 8%折扣优

惠。

2、必须于当地时间2017年 12月 31日于Hotels.com/MasterCard完成预订

3、优惠须视供应情况而定，并受酒店的条款及细则所限。

4、预订时必须付清款项。

5、折扣优惠不适用于任何税项、费用或额外费用。

6、此优惠券不适用于：

a.套票预订（即机票连住宿）

b.通过团体旅游服务进行的预订

c.在酒店付款

d.以外币付款

e.非参与本优惠之酒店

f.在接收此优惠券前已确认之预订

7、登上 http://www.hotels.com/deals/hotel-exclusions_apac/，即可查

阅非参与本优惠之酒店之名单。

8、每次预订只能使用一张优惠券，并不可与其它优惠同时使用。

9、我们保留随时变更或取消此推广活动的权利。

10、一 般 预 订 条 款 及 细 则 适 用 （ 请 参 阅

zh.hotels.com/customer_care/terms_conditions.html）。

11、其它条款及细则适用。

12、Hotels.com 为此次推广活动之推广机构。

13、需指定万事达卡网络支付消费。

预定详情：

https://www.hotels.cn/jiu-dian-you-hui/mastercard-cn/?rffrid=mdp.

hcom.cn.202.000.09.cobran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8、全球免费 WIFI

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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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在游友移动官网购买出国 WIFI 租赁服

务并用上述万事达卡支付可专享以下优惠: 首两天免费，余下天数享官网价格额

外折扣优惠。每天限 88 个免费名额，每卡每月限 2个免费名额，先订先得，送

完即止。万事达卡将根据活动效果保留对免费名额数量和每月每卡限用次数的调

整权利。

活动细则：

1.需距离出行前 5 个工作日登陆游友移动万事达卡专属网址进行预订 WiFi

行程。

2.万事达卡持卡人需在线订购行程时验证是否为万事达卡高端卡有效客户

3. 每台设备价值 500 元人民币

4. 由于 WiFi 设备为租赁服务，用户需交付每台 500 元押金

用户在回国当日或次日及时返还完整设备套装，押金全退。延迟返还按照标

准日租金按天收费。

5. 此权益需使用万事达卡高端卡支付才可享受优惠。

6. 不可转让，仅限在线预订享受优惠折扣，不可兑换现金

7. 不可与其他优惠一起使用。

8. 该优惠适用于法定节假日和其它节日，如圣诞节，新年等。

9.所有 WIFI 为无限流量产品，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有速度或者流量限制。

10.“正常使用”指遵守当地运营商公平使用原则，包括手机 APP 如微信、

微博、浏览网页、查邮件、几分钟短视频等。不包括电影视频、点对点下载软件。

在短时间内大量下载视频或软件会导致运营商降速或者停线。如遇此情况，客户

自行承担责任。

11.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敬请致电客服热线 400-805-1110，热线开放时间：

09:00–24:00。

12. 下单期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发天最晚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

13.免责条款：万事达卡持卡客户了解并同意游友移动所提供的所有产品和

服务都是基于第三方运营商的网络。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产品的网络连接质量是

游友移动无法控制或负有责任的，因此如出现产品的网络连接中断或网络质量不

良，游友移动不承担任何责任。万事达卡持卡客户需了解，根据境外国家的公平

使用原则，第三方网络运营商会监测流量使用状况，如在短时间内大量下载或上

传文件，运营商有权把网络降速或关停。因此，因万事达卡持卡客户违反公平使

用原则而导致产品无法使用或使用受限的，游友移动概不负责。在任何情况下，

如因游友移动设备自身原因致使产品或服务出现瑕疵，游友移动仅在万事达卡持

卡人所支付的的租赁费用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租赁费用外的其他损失，游友移

动概不负责。

14.无论用户是否被事先告知履行本协议或使用本产品潜在的风险或影响，

在任何情况下，因用户个人使用产品或对产品使用不当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

而造成用户或他人的任何利益损失、存款丢失、盗失或任何偶然性、间接性、特

殊性的或任何其他的损害，游友移动公司概不负责。因游友移动的产品的配件（插

头、数据线等）具有可替代性，因配件故障而导致产品无法使用的，游友移动概

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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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详情：

http://www.youyoumob.com/Activity/mastercard

9、租车代驾

A.赫茲租车 HERTZ 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1.优惠一 全球租车 9折优惠

2.优惠二 除 9折优惠外，还可尊享以更多优惠礼遇

3.美国&加拿大租车，租 7付 4

4.澳大利亚&新西兰租车，租 7天，再立减 1天

5.欧洲租车，尽享 9折+租 7天，再立减 1天

6.9 折+免费升级一车组（租车 4天及以上）

7.优惠三 Hertz 全球门店全面接受中国驾照，免费提供中国驾照英文翻译

8.优惠四 免费申请成为 Hertz 金卡会员，全球门店优先取车，无需排队

活动细则：

优惠细则：以上优惠适用于 Hertz 超值优惠价格和参加本次活动的 Hertz

门店；需提前 24 小时预订；预订时，需输入相应的折扣号和优惠代码；不能和

其它优惠同时使用；限制期可能无法使用折扣优惠；适用于 Hertz 标准的条款和

条件；更多优惠细则详询 Hertz 预订中心。

出国租车小贴士

· 境外租车所需文件和资格：

· 护照原件

· 年龄 21 岁或以上（年龄在 21-25 岁之间，可能需支付低年龄附加费）

· 有效的本国驾照原件，至少 1年驾龄

· 有效的国际驾照，中国公民需提供中国驾照英文翻译/公证书(不再需要

国际驾照)，并同中国驾照同时使用

· 有效的国际信用卡

· Hertz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门店，现可提供中文

语音 GPS 导航。

· Hertz 在全球门店提供免费 24 小时救援服务，在美国和加拿大更可提供

中文救援服务

预定详情：

http://www1.mastercard.cn/content/mc/offer-exchange/moments/china

/zh_cn/us/lifestyle/hertz_1.html

B. e 代泊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新持卡人享有全国机场首单首日免费优惠，既有持卡人享有全国机场

代泊服务 85 折优惠！

活动细则：

http://www1.mastercard.cn/content/mc/offer-exchange/moments/china/zh_cn/us/lifestyle/hertz_1.html
http://www1.mastercard.cn/content/mc/offer-exchange/moments/china/zh_cn/us/lifestyle/hertz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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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境内或境外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持卡人均可享受此礼遇。必须使

用 Mastercard 万事达卡结帐才可享用优惠。

2.此礼遇有效期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此礼遇不可与店内其他促销活动同时使用。

预定详情：

可致电 400-888-1362

C.Car Rental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无论商务还是休闲，您都可以在 Rentalcars.com 上以满意价格找到合适车

辆。如果您拥有万事达卡，即刻享受额外 5% 租车价格优惠！

活动细则：

必须通过指定网站向 Rentalcars.com 预订并付款，才能享受折扣；

折扣仅适用于车价。

报价无法享受折扣。如已报价，则必须重新预订才能享受折扣

Rentalcars.com 条 款 与 细 则 适 用 。 请 访 问

http://www.rentalcars.com/en/terms/，了解更多信息。

必须使用万事达信用卡付款

取车日期不得晚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

预定详情：

www.rentalcars.com/?affiliateCode=mastercard_apac&enabler=masterc

apac

10、定制旅行

A.托迈酷客旅游产品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高端卡持卡人在托迈酷客官网购买旅游产品可专享以下折扣特惠:

•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可尊享所有旅游产品 94 折

活动细则：

1. 万事达卡高端卡持卡人参与本优惠活动即视为接受以下条款。

2. 万事达卡高端卡持卡人在线购买旅游产品时需验证是否为万事达卡高端

卡有效客户。

3. 此权益需使用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预订和支付才可享受优惠，

并不可与其它优惠一起使用。

4.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5. 如您在出发前 7日内预订，需与托迈酷客的旅行顾问确认出行事宜。

取消条款：

客人若在行程前取消，托迈酷客需按照以下条款收取业务损失费：

7. 出发日前 35 日以上取消-收取旅游费用总额的 5%；

8. 出发日前 34 至 18 日取消-收取旅游费用总额的 10%；

http://www.rentalcars.com/?affiliateCode=mastercard_apac&enabler=mastercapac
http://www.rentalcars.com/?affiliateCode=mastercard_apac&enabler=masterc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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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发日前 17 至 11 取消-收取旅游费用总额的 30%；

10. 出发日前 10 至 7 日取消-收取旅游费用总额的 50%；

11. 出发日前 6日内取消-收取旅游费用总额的 100%。

温馨提示：

12. 70 周岁或以上老年人预订出行需确保身体健康适宜旅游，并建议有家

属或朋友全程陪同出行。

13. 如孕妇出行，请自行确认适合参加旅行且有家属陪同。

14. 如您有特殊疾病，含且不仅限于心脏病等，为了您健康愉快出行，需自

行确保适宜出行。

预定详情：

1.托迈酷客官网预定：

http://www.thomascook.com.cn/zh/mastercard-campaign

2.电话预定：

400-100-6262 (专线请按 8）

B.购买星梦油轮船票享受增值服务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星梦邮轮旗下的第一艘邮轮 — 「云顶梦号」，乃亚洲最大最宽敞的邮轮之

一，高 18 层，排水量达 15 万吨，船员与乘客比例领先亚太区邮轮业界，为旅客

提供众多奢华住宿选择，以及亚洲殷勤好客的细致体验。通过黄金假日旅游网

goldenholiday.com 预定星梦油轮船票享受免费 wifi 或接送机服务。

• 预定海景客房，可获赠 2晚免费 WIFI 服务

•预定豪华露台客房，享受迪士尼门票/海洋公园套票/蜡像馆门票（三选一）

活动细则：

优惠券使用条款及细则：

预定时需要提及万事达卡优惠

• 此优惠券不得转让，不得兑换现金。

• 此优惠券不得与其他优惠或折扣合并使用。

• 如果怀疑有欺诈、伪造、违反服务条款的行为或技术错误，商户保留采取

任何补救措施的权利，包括拒绝给予优惠或取消您的帐号或预订。

• 万事达卡和/或商户保留终止此优惠和/或用其他价值相近的优惠取代此

优惠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 万事达卡只是支付供应商，如果商家未能提供或完全提供所承诺的服务、

活动或利益，万事达公司概不负责。商家应全权负责兑现优惠承诺及所有相关的

特权。

预定详情：

1.托迈酷客官网预定：

goldenholi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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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购物

1. 网络购物

A.乐游赏，额外 5%积分返利

活动时间：

长期有效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乐游赏是一项专为万事达卡持卡人设计的创新消费奖励计划，免费

注册即可开始累积奖励积分，5%积分返利不设上限并且全年有效。持卡人只要使

用已注册的万事达卡在万事达乐游赏合作商户购物时，通过万事达网络进行刷卡

消费便可获乐游赏奖励积分返利，以兑换相等于有效消费金额 5%的奖励。累积

满 20 点乐游赏积分，便可兑换任何奖励商户之礼券，让您轻松到合作商户进行

消费。

只要一个快速简单的步骤即可完成注册，即享乐游赏 5%积分返利更可同时

享用原有信用卡优惠及积分。若您已拥有万事达信用卡，立即注册，刷卡消费开

始累积积分。

活动细则：

万事达卡乐游赏计划（"计划"），是由 Pinpoint（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PINPOINT"）按与万事达卡所达成的合作协议进行管理，允许持有中国

大陆地区发行的万事达卡及万事达卡联名卡持有人（"持卡人"）依据相关条款与

条件，在香港、台湾及澳门地区的合作商户（"参与商户"）通过万事达卡网络进

行刷卡消费，从而获取消费额 5%的万事达卡乐游赏奖励金（"奖励"）的一项尊

享礼遇计划。本计划将提供持续更新的奖励方案（"奖励选项"）以供持卡人选择，

且参与本计划是免费的。

凡持中国大陆地区所发行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含带有万事达卡标识的

借记卡、贷记卡、双币卡、外币卡、预付卡、虚拟卡、电子旅行支票等）及万事

达 卡 联 名 卡 之 持 卡 人 皆 具 备 参 加 资 格 。 持 卡 人 需 通 过 登 录

www.mastercardrewards.cn 或致电本计划客服中心对所持有的有效万事达卡进

行注册后方可参与本计划。注册成功即表明持卡人同意成为本计划会员（"会员

"），且确认接受本计划相关条款和条件。本计划相关条款和条件属于持卡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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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达卡就本计划所达成的独立协议。持卡人及万事达卡双方均有权利在任意时

间对持卡人的会员资格进行注销，且无须陈述理由。本计划一应条款和条件均依

照美国纽约州法律理解、解释和履行。除现行有效条款与条件明确限制外，本计

划将不与其他任何现行万事达卡推广礼遇相抵触或重叠。

详 情 请 参 考 ：

https://mastercardrewards.cn/zh-chs/public/info.aspx?name=terms

使用详情：

万事达卡乐游赏官网会员注册：

https://mastercardrewards.cn/zh-chs/public/registration.aspx

B.万事达卡尊享 Ebates.cn 海淘$8 美金现金奖励和 VIP 专属特权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高端卡持卡人在 Ebates.cn 海淘可专享以下优惠：

1. $8 美金新人奖励，包含$5 美金注册奖励与$3 美金绑卡奖励。

2. 免费试享 Ebates.cn VIP 专属特权，包含：VIP 用户比普通用户可享额

外最高 4%返现、全网最高返利保障及 VIP 专属客服解决海淘难题。

活动细则：

1. 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参与此次 Ebates.cn 合作活动即视

为接受以下条款与细则，活动指定链接：https://www.ebates.cn/mastercard。

2. $8 美金新人奖励（包含$5 美金注册奖励与$3 美金绑卡奖励），将在从

Ebates.cn 下单超过$25 美金的 90 天后可以申请提现。

3. Ebates.cn 申请提现的最低账户余额需达到$10 美金。

4. Ebates.cn VIP 试用期限为绑定万事达卡后第二个自然季度的结束日。

例如：一位白金卡或更高级别卡片持卡人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注册 Ebates.cn

并绑定卡片，该卡片持卡人的 Ebates.cn VIP 试用期结束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如果该卡片持卡人在第二个季度试用期，即 2017 年 9 月 30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没有达到$3000 美金的最低消费额，Ebates.cn 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自动将该用户降级为普通用户。

https://mastercardrewards.cn/zh-chs/public/registr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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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确保能顺利通过 Ebates.cn 拿到商家返利，请参读 Ebates.cn 官网常

见问题，确保下单流程正确无误。

6. 我行非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不可参与此次 Ebates.cn VIP 的

优惠活动。

使用详情：

https://www.ebates.cn/mastercard

C.日本 Rakuten 海淘超级积分活动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23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会员尊享优惠*：每周五使用万事达卡消费，可获日本 Rakuten

Global market 10% 超级积分

活动细则：

有万事达卡持卡人（包括借记卡、信用卡和预付卡）通过日本乐天市场

(Rakuten Global Market) 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版和韩文版网站进行的购物都

是适用的。所有通过 Paypal（贝宝支付） 进行万事达卡支付的购买都不符合资

格。日本乐天市场(Rakuten Global Market)保留修改这些条款和条件以及更改

或终止此优惠而不事先通知的权利。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万事达卡和日本乐天

市场(Rakuten Global Market) 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并具有约束力。日本乐天市场

(Rakuten Global Market) 有权取消任何被判定为不公平地参加此次促销活动或

参与方式不符合此次促销活动目的参与者的资格。

使用详情：

http://global.rakuten.com/zh-cn/event/tieup/mastercard/

D.eVitamins 刷万事达卡立减 10美元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23 日

活动内容：

eVitamins 提供 15,000 多种名牌商品，包括维生素、药草、补充剂、天然

全营养食物、婴儿护理产品、健美和宠物用品。不论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健康的

https://www.ebates.cn/mastercard
http://global.rakuten.com/zh-cn/event/tieup/master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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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还是维持一个环保的家庭，eVitamins 均可满足您的要求，并提供特价优

惠。所以来吧，尽情购物吧﹗

活动细则：

每位客户（以家庭为单位）只可使用一张优惠券。需要输入优惠代码

MASTERCARD10。不可与任何其他推广或优惠同时使用。每个家庭每位客户只可使

用一张优惠券。

使用详情：

https://www.evitamins.com/

2. 全球购物

A.伦敦利宝 Liberty 百货探索顶级购物体验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您也不妨和朋友一起，来 Liberty 尽情享受一整天的美妙体验。不用早起，

在 Café Liberty 吃一份美味早餐，然后再全身心投入购物体验，最后在

Margaret Dabbs Sole Spa 享受水疗护理让自己彻底放松——如果您逛了一整天，

这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您是无价伦敦会员，您就更能感受这种无价体验了。使用专享

MasterCard®万事达卡 VIP 购物通行证，使用 LibertyVIP 购物通行证，尽情探

索这处伦敦标志性的购物天堂——在所有店铺均可享受 9折优惠。

活动细则：

•持有本代金券，即可享受全场购物 9折优惠

•必须使用有效 MasterCard 万事达卡付款。

•本代金券不可与任何其他优惠同时使用，不可兑换为 Liberty 礼品购物券、

礼品卡、礼品硬币、送货费、餐厅或特殊订单。

•部分商品和减让可能不包含本项优惠。

•代金券不可用于打折商品。

•本代金券不可转让或要求退款。

使用详情：

https://www.priceless.com/zh-cn/tourist/DE/GB/liberty-10-percent-

https://www.evitamins.com/
https://www.priceless.com/zh-cn/tourist/DE/GB/liberty-10-percent-saving-london-zh-CN/off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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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london-zh-CN/offer.html#

B.IQAir 空气净化器享 9折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购买瑞士原装进口 HealthPro250 空气净化器尊享九折优惠；

购买瑞士原装进口 Aeris aair 空气净化器尊享九折优惠；

购买美国原装进口 Weber 烤炉尊享九折优惠；

购买瑞士原装进口 Jura 咖啡机尊享九折优惠

活动细则：

1. 无论境内或境外的万事达卡持卡者均可享受此礼遇。必须使用

MasterCard 万事达卡结帐才可享用优惠。

2. 此礼遇有效期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 此礼遇不可与店内其他促销活动同时使用。

使用详情：

IQAir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6 号国航大厦 1303 室

电话：+86 10 84475800

C.万事达卡邀您尽享欧洲 Chic Outlet Shopping®
九大购物村 9折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入境欧洲，亲临各国精品名牌大本营，不放肆采购怎么对得起自己?! 万事

达卡让你任性有理！即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欧洲七国的 Chic Outlet

Shopping®九大购物村，可享最低 4折优惠:

• 英国伦敦 Bicester Village 比斯特购物村

• 法国巴黎 La Vallée Village 山谷购物村

• 意大利米兰 Fidenza Village 菲登扎购物村

• 西班牙马德里 Las Rozas Village 拉斯咯扎斯购物村

https://www.priceless.com/zh-cn/tourist/DE/GB/liberty-10-percent-saving-london-zh-CN/off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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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巴塞罗那 La Roca Village 罗卡购物村

• 德国法兰克福 Wertheim Village 威尔特海姆购物村

• 德国慕尼黑 Ingolstadt Village 因戈施塔特购物村

• 爱尔兰都柏林 Kildare Vilalge 可尔代尔购物村

• 比利时布鲁塞尔 Maasmechelen Village 马斯梅克林购物村

Chic Outlet Shopping®

购物增值服务 85 折│尊贵嘉宾

输入优惠代码 COSMCARD813，并点此预订服务，尊享以下增值服务体验 85

折优惠。

• Shopping Express®购物特快服务

• Chauffeur services 私人司机接送服务

• 购物增值服务套餐(包含 Shopping Express®购物特快服务、VIP 会员 9

折优惠、免提服务、免费餐点服务、50 英镑购物村礼品卡)

活动细则：

1.本活动对象为万事达卡信用卡持卡人，且必须通过万事达卡通道消费。

2.优惠活动：

(1)贵宾卡仅在活动参与品牌门店使用，并受有关条款与细则约束。相关条

款与细则请登陆 https://www.chicoutletshopping.com/mastercard#查询或向

购物村游客信息中心查询。

(2)餐饮券仅在购物村内指定餐厅使用，对应餐饮视不同购物村而区别。请

向购物村游客信息中心了解详情。

3.增值服务活动详情及细则请参阅活动页面。

4.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建行有权修订本活动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参加

资格、消费时间及奖励方式等）、暂停或取消本活动、并经相关途径（如我行网

站、对账单、短信、报刊或各分支网点等）公告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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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详情：

https://vrdigitalprodcmsmedia.blob.core.windows.net/prd-cos/1550/

3593-seed-e-vip-invite-2017-eng-31-12.pdf

D.台北 101 购物中心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TAIPEI 101 MALL 精选国际时尚与精致美馔，贴心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以世

界级空间设计规划，完美凝聚质感、氛围、与建筑艺术，以有形空间开创无限意

境，让购物成为轻松舒适的享受。 TAIPEI 101 MALL 将和纽约的「第五大道」、

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罗马的「西班牙大道」等高级精品区划上等号，以旗

舰大店与全新概念提供消费者最丰富完整的选择。不论是高级精品、设计风尚、

流行生活、还是风味美馔，TAIPEI 101 呈现给消费者 101%国际级的时尚美馔新

选择。

全馆当日新台币 20,000 元或以上赠面额新台币 1,000 元之台北 101 购物中

心电子礼券 1张。

活动细则：

1.本活动仅适用于在台湾境外发行之万事达卡信用卡、Debit 金融卡或预付

卡（以下称「万事达卡」）持卡人（以下称「持卡人」）。

2.持卡人在活动期间内于台北 101 购物中心使用万事达卡刷卡消费，并符合

刷卡资格，方可获得兑换奖项资格。持卡人可凭于台北 101 购物中心商户消费单

据及相应刷卡存根正本于指定兑换地点之开放时间内兑换满额赠品。

3.持卡人就同一张万事达卡之同日消费，仅可兑换 1份上述赠品。

4.如因法令或政府要求而有取消、停止或终止本活动或修正本活动之活动办

法或条款与细则之必要时，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及台北金融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台北 101」），有权藉由大众传播媒体公告，更改、增删、取消、停止或

终止本*活动之活动办法或条款与细则，而无须预先个别通知持卡人。

5.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及台北 101 有权变更本活动一切事宜；本活动一切事宜

以台北 101 网站最新公告为准，而无须预先个别通知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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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北 101 购物中心电子礼券使用方式详见该礼券背面说明。

7.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非本活动赠品之提供者，该赠品如有争议时，请持卡人

径洽台北 101 询问。

8.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有权对本活动的一切事宜，以及对本活动之活动办法及

条款与细则之诠释，作出最后裁决。

9.有关本活动之一切相关事宜均受台湾法律之约束。

10.任何人于参加本活动之同时，即同意接受本活动之活动办法及条款与细

则之规范

使用详情：

http://www.taipei-101.com.tw/

E.札幌药妆店 98 折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03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本店无疑是游客购物及旅游度假用品的好去处，店内品类繁多，一定 让您

不虚此行。这里有美妆产品、点心、新鲜果蔬、冷冻食物以及出门在外所需的必

备药品。

刷万事达卡的海外游客专享：部分商品除享受减免 8%税外，再享 98 折优惠。

活动细则：

条款及细则

只向非日本居民提供免税优惠。支付前请出示优惠券上之优惠条形码，支付

后不享受折扣。部分商品不在本次折扣范围内。【与 Mastercard 万事达卡游日

本】折扣福利仅适用于日本以外国家签发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

使用详情：

http://www1.mastercard.com/content/dam/mastercardoffers/china/Mom

ents-China/documents/Sapporo_Drug_coupon.pdf

F.日本综合电气商店 BIC CAMERA 购买小配件 享电子产品最低 95 折优惠，

以及 8%免税政策

http://www.taipei-101.com.tw/
http://www1.mastercard.com/content/dam/mastercardoffers/china/Moments-China/documents/Sapporo_Drug_coupon.pdf
http://www1.mastercard.com/content/dam/mastercardoffers/china/Moments-China/documents/Sapporo_Drug_coup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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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03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BIC CAMERA 是一家家电超市连锁店，主营各类电子产品、配件和其他相关

产品。BIC CAMERA 产品种类齐全、服务优质，给顾客奉上良好的购物体验。很

多商店配有外语口语熟练的工作人员，以便为顾客提供满意服务。这些商店靠近

主要车站，交通便利。

刷万事达卡的海外游客专享：

•额外 8%免税额及 95 折优惠

活动细则：

请于付款前出示万事达卡并说明使用「与万事达卡游日本」以尊享优惠，付

款后恕不补办。优惠不适用于部分品牌商品，如 Apple、劳力士等。免消费税优

惠不适用于日本居民。「与万事达卡游日本」优惠不适用于在日本发行之信用卡。

使用详情：

于服务柜台出示您的万事达卡并说明使用【与万事达卡游日本】优惠，即可

获得折扣。

3. 退税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还在机场苦等退税、语言不通又手忙脚乱？刷万事达卡，在家退税轻松办！

万事达卡联合 7大退税集团，涵盖欧亚地区 50 个国家，超过 42 万商户，包括血

拚热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独家提供手续费全免、专人上门收送单据等尊荣

服务，收到有效单据后三天内退税至您的万事达卡帐户，再享 1%退税奖励回馈，

境外旅游带上万事达卡，让购物狂热到最后一刻！

五大独家退税礼遇

•7 大退税集团涵盖 50 个国家

•10%额外退税返现

•0 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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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到帐

•365 天专人上门服

活动细则：

1、我公司只会收集我公司认为有助于了解本网站用户的退税需求的个人资

料，以利于我公司为本网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2、我公司可能会将收集到的本网站用户的个人资料转交我公司的分支机构，

但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我公司可能会将上述个人资料提供给与我公司联

合提供业务的合作伙伴，但该合作伙伴仍需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在法律规定的

情况下，如司法机关、监管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要求提供上述个人资料，我公司

将按照法律规定和相关机构的要求提供上述个人资料。

3、本网站用户在本网站及相关网页注册，即视为同意我公司及我公司的合

作伙伴向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发送与我公司产品和服务有关的电子邮件。

条款及细则：

http://tax.transforex.com.cn/tra/tra/html/Mrs_page_1.html

使用详情：

万事达卡退税申请入口：

http://refund.transforex.com.cn/tra/tra/index.jsp

4. 海淘及转运

A.EMS 中邮海外购最高 85 折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持卡人在 EMS 中邮海外购网站成功注册后，可在转运账户中按要求输入万事

达卡号信息进行会员升级，金卡及普卡持卡人可升级至中级会员资格，高端卡持

卡人可直接升级至高级会员资格，享受中邮海外购的中高级会员资格。

凭万事达卡注册，高端卡持卡人可直接升级至高级会员资格，金卡及普卡持

卡人可升级至中级会员资格，享受运费最高 85 折优惠。

活动细则：

活动期间，在中邮海外购转运“账户信息”页面：

http://buy.ems.com.cn/user/my-account.html，万事达卡高端卡(中国大陆地

http://tax.transforex.com.cn/tra/tra/html/Mrs_page_1.html
http://refund.transforex.com.cn/tra/tr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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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卡机构发行之万事达卡世界之极卡、世界卡、白金卡、钛金卡及商务卡)持

卡人按要求输入万事达卡卡号，可获赠 2个月高级会员资格；万事达卡金卡及普

卡持卡人按要求输入万事达卡卡号，可获赠 2个月中级会员资格；2个月会员资

格有效期自绑定之日起算。

中、高级会员资格有效期内，万事达卡持卡人成功使用所绑定万事达卡支付

一笔中邮海外购转运运费后，可将会员资格升级为永久中高级会员。

使用详情：

http://buy.ems.com.cn/activity/mastercard2016.html

B.斑马物联网享转运最高 8折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卡在活动专区成功注册后，持卡人将直接获得斑马物联网银卡会员资

格，凭万事达卡支付运费，可享受以下线路运费优惠，最高 8折。

• 美中斑马 USPS 快件 8折

• 日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 韩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 港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 英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 德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 美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9折 2. 获赠的银卡会员资格有效期为注册成功

之日起 12 个月。

活动细则：

1.北京时间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持卡人凭万事达

卡在斑马物联网指定活动页面

（http://www.360zebra.com/register/?csName=mastercard）进行注册，即视

为参与此次活动。

a. 注册过程中，持卡人除需提供斑马物联网用户注册所需的信息外，还需

通过充值 1元的交易来确认参加资格

http://buy.ems.com.cn/activity/mastercard2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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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卡只能注册一个斑马物联网用户。

2.凭万事达卡在活动专区成功注册后，持卡人将直接获得斑马物联网银卡会

员资格，凭万事达卡支付运费，可享受以下线路运费优惠，最高 8折。

a.美中斑马 USPS 快件 8折

b.日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c.韩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d.港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e.英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f. 德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 8折

g. 美中斑马专线普通快件：9折

3. 获赠的银卡会员资格有效期为注册成功之日起 12 个月。

使用详情：

http://www.360zebra.com/

四、安心家庭

1.瑞尔齿科洗牙套餐 4折优惠以及常规治疗享受 85 折扣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 免费建档（价值 260 元，包含全口口腔检查、全景 X光片一张、口腔宣教、

瑞尔会员权益）

• 常规治疗享受 15%折扣优惠

• 重大治疗享受 10%折扣优惠

• 300 元享原价 760 元洗牙套餐，服务包括：全口口腔检查、全景 X光片、

洗牙、抛光

活动细则：

1. 无论境内或境外的万事达卡持卡者均可享受此礼遇。必须使用

MasterCard 万事达卡结帐才可享用优惠。

2. 此礼遇有效期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360ze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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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礼遇不可与店内其他促销活动同时使用。

使用详情：

预约请拨打 4008801900

2.子女优享

A.世界最大 LEGO®乐高乐园门票抵扣 200 日元优惠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03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用万事达卡提前预订 LEGOLAND 乐高积木探索中心门票抵扣 200 日元。

活动细则：

支付前向售票处出示您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及手机上本优惠页面，门票

即可享受门票抵扣 200 日元。探索日本所享受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优惠仅限

非日本签发的海外万事达信用卡。

使用详情：

购票时出示您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以及此优惠页面即可享折扣

https://www.govoyagin.com/activities/japan-tokyo-legoland-discovery-c

enter-tokyo-instant-e-tickets/8470?acode=mastercard

B.启德教育专属礼遇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万事达持卡人在启德教育官网专享以下礼遇:

1，美国留学申请基础费现金优惠 2000 元，非美国留学申请基础费现金优惠

1000 元,

2，获得行业高管培训课程，如麦肯锡、万科、奇葩说嘉宾等培训全年 12

次（每月 1次）。

3，赠送启德精美礼物（笔记本、伞、出国套装任选一件）。

活动细则：

•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参与此次启德教育合作活动即视为接

受以下条款与细则，活动指定链接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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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在启德教育官网上点击咨询并参加报

名，即可以获得专属代码，享受万事达专属优惠。

•如在其他宣传渠道咨询并报名，则不能享受优惠。

•活动优惠时间：从 2016 年 7 月 1 日开始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我行非万事阳光伊人钛金信用卡持卡人不可参与此次启德教育的优惠活

动。

使用详情：

启德官网预定：

http://www.eic.org.cn/special/sh_mastercard/

C.独家 Plastiq 留学万事通信用卡缴费平台

活动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内容：

可以向全美超过 4000 所可授予学位的大学*，以及高中、私立学校以及预科

等支付学费如房租、水电费、学校的书店（支付教材、有学校 logo 的衣服等）、

伙食费、保险费等。无需前往柜台换汇，直接以人民币在线信用卡支付。

活动细则：

本协议连同这里引用的任何其他 Plastiq 文档、策略和/或一系列协议表明

您和 Plastiq 完全理解服务相关的内容。本协议的以下章节和所有其他条款因

其自身性质在协议终止后依然有效：第 1 节（定义）、第 13 节（责任限制）、

第 14 节（免除担保责任声明）和第 15 节（一般条款）。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

款无效或不能强制履行，则应剔除此类条款，实施其他条款。

参考官网条款 https://www.plastiq.com/c/terms-zh-cn#h.vzg8wcxu1ljk

使用详情：

plastiq 官网缴费渠道：

https://www.plastiq.com/mcuni

http://www.eic.org.cn/special/sh_master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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