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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万商家送特惠
刷银联卡最高7折

今年的“全球名店热卖季”可谓
力度超强。这次的旅游目的地，不仅
囊括了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日本、东
南亚等传统热门地区，还包括北美、
欧洲、澳洲、南非等地，同时，还吸纳
了俄罗斯、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国
家，优惠范围包含近80个核心商圈，
银联卡覆盖率超过80%。

银联这次筛选的合作商家大部
分都是深受游客喜爱的“超人气”店，
包括中国香港的六福珠宝、百老汇，
中国澳门的米其林三星天巢法国餐
厅，中国台北101，美国纽约的梅西百
货，法国巴黎春天百货和老佛爷，俄
罗斯莫斯科的红场等。每户商家都为
银联卡持卡人给出了不同程度的特
惠，有享特殊礼遇的，有消费满额直
减的，有特别退税服务的，还有不少
直接打折的，最高折扣力度高达7折。

无货币转换费用
刷银联卡又省一笔

想必各种优惠已经让你心动了
吧？别急，刷银联卡还有省钱优势！

当你在境外刷卡消费时，如果使

用银联卡（卡号以62开头）刷卡支付，
消费金额会自动转换为人民币计入
账户中，回国后直接以人民币还款即
可，无货币转换费用。

记住哦，在境外购物时建议带上
银联单标卡哦！并且建议带一张信用
卡用于消费、一张借记卡用于取现。

绑定银联移动支付
也可以狂吃嗨耍

在境外旅游时除了带上银联
卡，还有什么其他便捷支付方式？最
新数据显示，银联NFC手机闪付已
可在境外60多万台POS终端使用，
覆盖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俄
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底前
将增至近百万台。

相比市场上其他二维码产品，银
联二维码产品符合国际EMVCo标
准，且安全级别特别高。目前，新加坡
的面包新语、Lady M甜品店、坂长寿
司等，以及中国香港的卡莱美和中国
澳门的逾百家餐饮店等已支持银联
二维码支付。

可以提前下载“云闪付”APP，
根据操作提示绑定银联手机闪付，
在合作商户那里一“挥”支付；或是
在开通银联二维码支付的商户“扫

一扫”完成支付。

多渠道退税
让你省时省心

旅行回国前，你最后要考虑的一
件事就是退税。如今，银联卡的退税
服务已覆盖到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
的30多万家商户，可以退税到卡或直
接拿现金，合作方包括环球蓝联
（Global Blue）、Premier Tax Free等
全球主要退税机构。

除了常规的机场/港口退税，再
给大家介绍几个渠道，帮助银联卡持
卡人简化退税流程、缩短办理时间：

最 freestyle 的手机退税。银联
国际与“易退税”APP合作，在德国推
出该项服务；和澳大利亚海关合作推
出了 APP“TRS”。

节省时间的回国退税。在法国、
德国、奥地利等31个欧洲国家适用，
先获取海关章，回国后登录银联国际
官网/APP/微信在线退税平台申请
回国退税。

很方便的市区退税。银联卡持卡
人在商家店内或环球蓝联市区网点
办理退税并直接拿到退税款。目前已
覆盖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挪
威、捷克、瑞士、西班牙等多个国家。

轻松游世界
一张银联卡就“购”了

嘀嗒、嘀嗒，墙上的时针
一格一格地走着，桌上的台
历已翻到最后几页，随着元
旦、春节的来临，每年一度的
出境游又迎来旺季。

出门在外，带什么卡更方
便、实惠？至明年1月31日，银
联国际联合24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万家知名商户推出了“全
球名店热卖季”活动，银联卡持
卡人消费最高可享7折专属优
惠。同时，银联国际加快了“云
闪付”APP在全球的布局，如
果你去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
大、俄罗斯等国，将有机会使用
银联手机闪付或银联二维码支
付，在境外体会瞬间支付。

多年前《千与千寻》电影里那列红
色的火车穿过水面呼啸而去的场景，
在时差混乱的清晨从眼前划过，An-
antara Kalutara Resort 位于 Bentota
海滩，南亚特有的平宅大屋建筑结构，
红色陶土瓦砾从堆叠的屋顶倾泻而
下，高耸的椰子树把视线带向泻湖边。

来这里度假，做一次地道的当
地特色风味菜肴。一大早，跟着酒店

大厨，走进斯里兰卡早市，选购最新
鲜的食材，还可以认识一些我们平
日生活中无从见到的新奇玩意儿。

回到酒店，厨艺课安排在环境
优美的户外，聆听大厨的讲解，根据
早市上采买到的最新鲜石材，动手
DIY：素材沙拉、咖喱鱼、特色虾等
充满了当地香料芬芳和新鲜食材特
点的菜肴。

这里号称是“世界上最浪漫的
酒店”，苍翠的花园、唯美的钓鱼船，
让人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LUX*
Grand Gaube 酒店的附近有一个田
园风光的渔村，如果你够幸运，还能
看到当地渔船在海边休憩，一旁是刚
捕捞的活蹦乱跳的海鲜。

乘坐毛里求斯传统的钓鱼船做

一次半日旅行，穿过海岸的红树林，
礁湖风光尽收眼底。吃着当地新鲜的
水果，躺在甲板上享受日光浴。上午
在苍翠的花园中闲庭漫步，躺在吊床
上休息，在当地椰子树和榕树之间享
受色彩缤纷的休闲时光。下午到
LUX*Me Spa水疗中心，在水晶般清
澈的游泳池里泡泡，别提多惬意了。

3 澳大利亚
Oaks Oasis度假酒店：

乐享原生态+考拉相拥

海滩度假私享地

安凡尼塞舌尔巴巴伦水疗度假酒店
坐落于塞舌尔的主岛马埃岛（Mahé）西
部 海 岸 宁 静 的 巴 巴 伦 海 滩（Barbarons
Beach），距离塞舌尔国际机场 25 分钟车
程。飞抵这里，悠闲地一边享受日光和美
景、一边享用冰爽饮品和经典小食，从晌
午到傍晚，时而在泳池中漂游、时而在日
光椅上小憩、看看小说…… 悠闲自在地
享受慵懒的假日时光，这便是对“安凡尼
AVANI”海岛假日的一种贴切描述。

Elements餐厅提供全天候的家庭式用
餐服务：丰富的自助早餐，综合西式经典、海
鲜精选和克里奥尔风味特色美食的缤纷午
餐，以及围绕克里奥尔文化为主题的文娱综
合烧烤晚餐。而Tamarind餐厅则以创意十
足的亚洲风味为特色、并以罗望子挑逗舌尖
的海鲜美食为亮点，在临海平台或沙滩上，
充分满足海天一线下的消闲体验。

泰国清迈安纳塔拉水疗度假酒店离
机场只有 10 分钟出头的车程，清迈老城
外，东傍湄平河，外墙独特的设计一度让
人以为自己驶进了一座城堡。

在安纳塔拉SPA水疗中心，有最正宗
的泰式按摩。平时在清迈街边的泰式按
摩，已经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而温和了许
多，真正的泰式按摩不论是幅度还是力度
都比较大。如何找准位置，如何用指力，如
何用肘及膝盖配合手指，资深的泰式按摩
师都会精准地解释到。

清迈安纳塔拉还为客人准备了一项
新 的 健 身 项 目 —— 泰 拳（Muay Thai
Boxing）。泰 拳 冠 军 Tanaphong Khun-
hankaew已经加入安纳塔拉，小伙子虽已
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身材还是那么棒。

和考拉甜蜜地抱在一起、到世
界上最繁忙的野生动物医院感受
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爱与互动、尽
情享受乐趣无穷的水上乐园、隐秘
于滨海绿洲中享受静逸的悠闲时
光…… 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著
名的阳光海岸的 Oaks Oasis 度假
酒店，以轻松、活跃、充满乐趣、适

宜家庭游客居住而闻名。酒店内设
有配备了水滑梯、喷泉、大型翻斗
瀑布以及多种互动娱乐项目的层
叠式水上乐园，为孩子们提供尽兴
玩耍的欢乐天地；家长们则可以在
与水上乐园的酷宝宝玩乐咫尺之
遥的泳池内享受日光浴和清凉的
池畔饮品，更可以和孩子们在草坪

野餐区或派对帐篷区一起共享美
食和游戏时光。

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与和酒店
同名的宝宝考拉“Oasis”亲密接触、
相拥留影的专属体验。这样的体验
机会，是Oaks Hotels & Resorts与
澳大利亚国家动物园携手并助力推
广“ 野 生 动 物 卫 士 计 划 Wildlife
Warriors Program”的结果。除了与考
拉亲密接触外，还有机会与众多动物
互动；可以登上位于宾迪岛（Bindi’s
Island）的全新揭幕的10米高三层树
屋，一睹野生动物们日常生活。

簇拥着椰林树影的巴厘岛地中
海俱乐部，充满着浓厚的巴厘风情。
椰影摇曳，荷塘月色，水仙盛放，安
宁恬淡的禅宗氛围像一层迷人的薄
雾轻轻笼罩着整个巴厘岛。在这里
发现巴厘、体验巴厘的秘密花园，不
断变换流转的自然景观将带你享受
别样的视觉盛宴。

这里的设计秉承当地传统，把
巴厘岛本土的感性风情和亚洲的流
行时尚完美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
当地的历史人文遗产。作为巴厘岛
最传统的 SPA，采用纯天然精油结
合古老手法来达到身体与精神上的

放松与升华。
在ClubMed所提供的全包式行

程中，家庭旅游的游客什么事都不
用费心。由于是“一价全包”，在地中
海俱乐部内的数十种运动设施及竞
赛，以及全天上演的表演节目及娱
乐活动，每日的三餐都不再收取任
何费用。在 ClubMed 大部分的度假
村里有特别为 2~17 岁的孩子设计
儿童俱乐部，父母可以把小朋放在
依年龄层设计的幼儿、儿童或青少
年俱乐部里，由专门的 G.O 进行照
护，并进行各项娱乐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冬季里享受

安凡尼塞舌尔巴巴伦水疗度假酒店：

阳光泳池+海岛假日1

2泰国清迈安纳塔拉水疗度假酒店：

泰式SPA水疗+泰拳体验

斯里兰卡Anantara Kalutara度假酒店：

跟着大厨逛早市+自制当地风味餐4

毛里求斯LUX* Grand Gaube酒店：

浪漫酒店+童话渔村5

巴厘岛ClubMed地中海俱乐部：

安宁恬静+一价全包6

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
沙白……”进入冬季，成都
又是阴冷天，脑海中憧憬
着阳光与沙滩。其实在这
个季节，正是出境旅游淡
季，挪出几天时间飞出去
度假，住进海边度假酒店，
双脚踏入清水白沙，周遭
景致时刻美得惊心动魄。
就这样，在阴天找到属于
自己的阳光私享空间。

在澳大利亚和考拉亲密接触

ClubMed非常适合全家出游

毛里求斯LUX Grand Gaube酒店

在斯里兰卡自制当地特色菜肴

塞舌尔巴巴伦水疗度假酒店

清迈安纳塔拉泰拳体验

澳大利亚Oaks Oasis度假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