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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除了打电话还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难不倒你。但如果我问，信用卡除了透支还有什么用？你还能对答如流吗？
信用卡达人告诉我们：除了透支、分期付款、积分有礼之外，享美食、住酒店、旅游、购物、加油……用信用卡还可

以打折呢！甚至能免费看电影、打高尔夫、体检等。
究竟哪些信用卡正在提供增值服务？哪些增值服务更适合你？请读者们留意我们的“爱尚卡生活”！
也欢迎各发卡银行积极为读者提供优惠用卡信息，邮件请发至：qiluwanbao@139 .com，咨询电话：6791390。

只因在报纸上多看了你一眼

一个周六省了好多钱！
建议1：买买买能省钱，分分钟又赚回30元！

周六刷龙卡信用卡单笔消费金额满300

元，并报名申请，有机会获赠30元屈臣氏电
子代金券1张。只因在微信上多看了你一眼，
分分钟赚到30元！代金券可以在屈臣氏指定
门店直接抵扣现金使用哦！

活动门店：烟台百盛分店、烟台阳光100

购物广场店、山东烟台佳世客店、烟台招远金
都百货店、烟台振华量贩胜利路店、烟台市莱
山区银座商城店、烟台市莱山区新世界百货
店、烟台市莱州利群购物中心店、烟台市蓬莱
利群购物中心店、烟台市芝罘区大悦城店等。
建议2：吃吃吃不是罪，满额立减享实惠！

每周六，哈根达斯全国指定门店刷龙卡
信用卡消费即享单笔满60元立减30元。

活动门店：哈根达斯烟台振华店、哈根
达斯烟台万达店。

每周六，在大众点评网(含手机客户端)

团购并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直联支付，单笔
交易满50元即可立减10元！每周六上午10:00

开始，限前3000名，先到先得。
建议3：看看看真不贵，5元电影好约会！

每周六，在蜘蛛网使用龙卡信用卡支
付，可以5元、15元价格抢购电影票。还不果
断约起来？花5元钱就能搞定终身大事，俘获
女神的心，只有建行龙卡信用卡这么挺你。

万达文华，优惠连连！

即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持建行龙卡可在万
达文华酒店享受尊贵优惠待遇：
一、餐饮美食：

品珍中餐厅、日式料理、美食汇全日餐厅及大
堂酒廊享全单9折优惠(服务费不打折)；
二、娱乐服务：

1、免费领取水疗中心价值200元SPA代金券2

张；
2、每月5折体验游泳健身2次(仅限持卡者本

人)；
3、棋牌室周一至周五8折优惠；
4、水疗护理8 . 8折优惠(足部护理除外)。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139号
电话：0535-8208888

活动对象：农行信用卡客
户。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5

年5月31日期间，所有周日。
活动规则：活动时间内，

在鲁信影城刷农行信用卡购
票，可享受刷卡10元看2D/3D

电影的优惠(特殊场次除外)，
一卡最多可刷卡购票两张，当
日刷满100张，活动自行终止。

活动影院：鲁信影城(振华
购物中心店、银座商城芝罘店)

活动对象：农行信用卡客
户。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6月27

日，期间所有周六。
活动门店：商城店(南大街

166号烟台百盛西南角)、观海路
店(佳世客一层)、南大街店(南大
街261号)、万达店、大悦城店

活动规则：活动期间每周
六，持农行信用卡单笔消费满
100元可享立减20 . 01元优惠；持
农行漂亮·升级妈妈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100元可享立减40 . 01

元优惠，每卡每周限参与一次。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18

日。
活动区域：烟台苏宁8个连锁

门店(青年路店、开发区店、莱山
店、龙口花木兰街店、龙口龙港
店、栖霞店、莱阳友谊大厦店、苏
宁海阳店)

活动内容：农行信用卡持卡
人(准贷记卡、商务卡除外)在苏
宁门店购买指定商品，使用农行
信用卡单笔消费金额满1500元并
现场办理6期商户分期业务，可享
受“0”手续费优惠。

咨询电话：0535-3895599

活动对象：农行银联信用卡
客户。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8月31

日，期间所有周六。
活动门店：万达店、大悦城

店、百盛店、振华量贩胜利路店
(原华联)、佳世客店、阳光100店、
新世界百货店、莱山银座店、招远
金都百货店、莱州利群店、蓬莱利

群店。
活动规则：活动期间每周六，

持农行银联信用卡单笔消费满
120元可享立减30元优惠，持农行
漂亮·升级妈妈信用
卡单笔消费满1 2 0元
可享立减6 0元优惠，
名额有限，每卡每周
限参与一次。

“鲁信影城”周日

十元观影活动

“必胜客”周六美食

刷卡立减活动

零首付、零利息、零手续费，苏宁家电买回家

“屈臣氏”乐享周六刷卡立减活动

一重：中行银联信用卡全球80

大机场免税店尽享至少5%优惠
即日起至7月20日携手全球16大知
名免税集团，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
区，70个机场的80家机场免税店，中
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持卡人尽享
至少5%优惠券或折扣，再免1%—2%

货币转换费。28个国家和地区机场
包括：香港、马尔代夫、台湾、日本、
韩国、新加坡、柬埔寨、印尼、马来西
亚、泰国、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
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土耳
其、卡塔尔、阿联酋、南非、俄罗斯。

二重：“环球精彩一卡尽享”境
外消费返现5% 即日起至2015年6

月30日，持中行银联、Visa、万事达、
JCB信用卡在境外不限国家、商户、
时间，每月单笔满等值600元交易达
到5笔，即可获5%返现，每月每卡组
织最高返现等值300元；当月累计境
外消费达等值5万元，直接返现500

元。
三重：精彩日韩笔笔刷、笔笔

返，最高返现10% 即日起至2015年5

月31日，持中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于
日本、韩国实体商户刷卡消费，单笔
满等值500元即可获得返现奖励。返

现比例与签购单授权号尾号相同，
如××××2返现2%，××××9返
现9%，而××××0返现10%。笔笔
刷、笔笔返，单笔最高返现100元，每
张卡片单个自然月最高返现500元。

四重：精彩港澳台5倍积分活
动来啦！ 即日起至2015年6月30

日，持中行银联信用卡于港澳台地
区实体商户单卡累计消费满5000
元，可享当月所有港澳台地区境

外消费5倍积分奖励 (含原消费积
分)。活动期间每卡最高可获得80万
积分。

五重：5%返现 即日起至2016

年2月29日，持中行长城环球通自由
行信用卡在香港周大福、万宁、
SASA、百老汇，澳门新八佰伴、六
福珠宝，台湾昇恒昌、采盟免税店，
韩国乐天百货、乐天奥特拉斯、现代
百货，日本松屋百货、阪急百货、松
本清药妆店等商户消费，单笔满等
值500元即可获5%返现，每卡每月最
高返现200元。

六重：晒单积分奖励 即日起
至2016年3月31日，线上线下晒单客
户奖励20万分；拍摄境外广告
等符合条件的客户奖励2万积
分。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5

年12月31日
活动内容：1、活动期间每

周六，客户持光大银行信用卡
到烟台幸福蓝海影院刷卡消
费10元，即可购买当天影票1张
(含2D、3D)。

2、活动期间每周六，加10

元可购买全景声巨幕影票1

张，加20元可购买IMAX影厅
影票一张。

3、活动期间，刷光大银行
信用卡可享受(2D/3D电影)标
准价格5折优惠，(全景声巨幕
及IMAX影厅)标准价格6折优
惠(没卡同场次限购4张)。

惠生活，看大片

银联信用卡出境优惠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 0 1 5

年6月30日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每周
三，使用中国光
大银行信用卡
到粥百味南山
公园店仅刷“20

元”即可享受精
美双人套餐一
份(活动日限40

人)。

20元享精美

双人套餐

惠生活，洗爱车！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5

年12月31日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每周

三，客户持光大银行信用卡至
合作商户指定洗车门店刷卡1

元，即可享受洗车服务1次(每
客户每活动日限享1次)。

商户明细：新万源幸福
店、新万源二马路店、盛通
兴尧路店、隆昌建设路店、
骏驰翡翠小区店、嘉禾海港
小区店、开发区驰翔黄山路
店、招远乾曙温泉路店(每活
动日限前30名)。

10元

放心肉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15年
12月31日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每周
三，使用中国光
大银行信用卡
到金沟寨金锣
冷鲜肉专营店
单 笔 消 费“ 1 0

元”即可购买价
格20元肉品1次
(每活动日限40

人)。

1元

喝巴氏奶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 0 1 5

年12月31日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每周
三，使用中国光
大银行信用卡
到昆源鲜工坊
单笔消费“1元”
即可购买巴氏
奶 1瓶 (每活动
日限30人)。

15元

享美食

活 动 时
间 ：即 日 起 至
2015年9月30日

活 动 内
容 ：活 动 期 间
每 周 三 ，使 用
中国光大银行
信用卡到东方
巴黎一统砂锅
店 单 笔 消 费

“15元”即可享
精 美 套 餐 1 份
(每活动日限30

人)。

消费满30元

立减15元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 0 1 5

年12月31日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每周
三，使用中国光
大银行信用卡
到秦老陕面庄
单笔消费满“30

元 ”立 减 1 5 元
(每活动日限30

人)。

农业

银行

光大

银行

建设
银行

中国
银行

【光大美食节】惠生活，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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