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信用卡每月跨境消费返现限额

每月跨境消费返现限额

普遍在700元左右

1000元封顶

同一支付线路刷卡返现

上限2019元， 叠加五大支付

线路累计可超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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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银联瞄准境外消费领域

纷纷加大境外刷卡消费返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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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立足广东

区域优势，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实业”

背景，积极发挥“商行+投行”、“表内+表

外”、“境内+境外”、“融资+融智”的综合

金融服务优势，助力区域主流产业发展，

市场占有率位居同业前列， 为支持广东

地区实体经济与民营企业做优做强保驾

护航。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具有专业化的

方案设计能力及拥有经验丰富的服务

团队，在整个交易流程中，提供“全流程、

全方位”的配套定制化服务，致力于打造

并购领域信息交互平台， 整合投资和融

资、 买方与卖方、 境内和境外等信息资

源，为意向客户提供信息匹配、交易撮合

服务。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为全力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 为优质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全链条、 灵活创新的综合融资金融服务，

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在原有投行业务的

基础上推出全新创新型业务———股权投

资出表基金， 满足企业实现优化报表结

构、盘活存量资产的需求。充分借助“中信

集团联合舰队”在并购领域的专业实力和

服务能力，中信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在并购

融资、债券承销等业务服务领域拥有丰富

经验，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中信银行还可以联合券商投行、私募

股权基金等其他同业机构以及律师事务

所、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形成并购

融资业务的生态圈， 支持和满足企业在

收并购交易中各个阶段中的融资需求，

全方位助力企业收并购。

中信银行为客户的并购交易全程保

驾护航。 在寻找交易标的阶段， 中信银

行可通过自有的交易信息库为客户筛

选合适的潜在交易对手。 在交易的初步

谈判阶段，与客户签署保密协议或排他

协议等，防止信息泄露造成的风险及保

障客户的利益。 在初次投标阶段，可出

具意向函或高度信心函为客户的投标

提供支持。

在进一步的谈判阶段，中信银行可协

助客户参与商务及财务条款的制订，以提

高交易及融资的安全性。在交易方案确定

后， 中信银行可提供“股权+债权”、“境

内+境外”的多种产品以满足客户个性化

的融资需求。 在交易交割后，中信银行的

专业团队将密切关注交易方案的执行情

况以及交易标的与收购方的整合情况，为

客户提供后续的顾问服务。 此外，中信银

行还为客户持续提供债务优化融资，为后

续阶段的再融资助力。

中信银行凭借丰富的业务经验以及

专业的服务团队， 牵头完成多个业内有

较大影响力的交易。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联合信银国际， 以联席主牵头行的身份

助力为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

购美国打印产业巨头利盟公司。 该笔并

购业务是中国投资者在历史上对美国上

市公司跨境全面收购的第三大交易，为

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抢占信息产业制高

点作出突出贡献。 在并购交易过程中，中

信银行运用了多种金融产品为其提供融

资支持。 除贷款承诺、并购贷款、过桥贷

款、延迟提款额度等债权融资工具，还引

入并购基金为其提供股权融资， 同时量

身设计可交换债方案， 提供进一步的资

金支持。

凭借在并购业务中的优异表现，中信

银行多次荣获 APMLA、Asia money 杂志、

IFR Asia 中国区最佳贷款银行奖、最佳贷

款奖、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最佳业绩

奖、银团贷款最佳管理奖等称号。

融资融智，投赢未来！ 中信银行广州

分行将不断拓宽与客户合作的深度、广

度， 为客户提供包括并购贷款、 银团分

销、境内外发债、融资顾问、资金跨境、股

权投资等一揽子服务， 并不断积极探索

创新业务模式，助力实现企业发展愿景，

为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力

争创造更多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全

面建设成为“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

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要并购，找中信———中信银行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做强做优保驾护航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信用卡作为境外消费的重要支付方式，加之面对庞大的境外消费市场，引来各大发卡银行与卡组织的注视，纷纷加大境外刷

卡消费返现力度，以吸引消费者。 仅在今年 6月和 7月期间，就有招商银行率先联合五大国际卡组织推出刷卡返现活动和打造服

务平台，后有银联联合多家银行推出笔笔返现的境外消费信用卡。 业内人士指出，境外消费返现的布局正是银行和银联瞄准境外

消费市场的体现，同时由于国内支付清算领域正加速双向化，银联也在巩固包括国内和跨境业务的地位。

为争夺境外刷卡消费市场，各

银行早已推出了不少措施，而目前

又有了新发展。6月26日，招行信用

卡同时与银联、 万事达、Visa、AE、

JCB五大国际卡组织达成合作，针

对境外出行的中国持卡人，推出力

度大、统一标准的刷卡返现及优惠

活动。 基于招行的掌上生活App，

招行信用卡还推出了同业首个境

外游一站式服务平台“境外出行管

家”，涵盖诸如签证、机酒、wifi、门

票、餐饮、购物在内的全流程境外

非现金服务。

据悉，用户只需持有五大卡组

织的任一招行信用卡，都可以在活

动期间领取2019元刷卡金礼包。在

境外指定线下覆盖的1500家头部

知名品牌超过3万家门店商户刷卡

时，同一支付线路刷卡返现上限达

到2019元，而目前其他行信用卡返

现上限普遍在700元左右。此外，五

大卡组织的返现额度可叠加，五大

支付线路累计可超过万元。

董峥认为，这显然在已经成为

各发卡银行争夺的境外刷卡这片

“红海”市场中融入了“蓝海”战略。

这项“蓝海”战略的核心就是境外

旅行服务平台化。 持卡人需求个

性化、信用卡服务平台化，正是未

来信用卡业务发展中一个趋势。

招行入局

打造服务平台

无独有偶，7月15日， 中国银联联合多家

商业银行推出首款银联跨境返现卡，该卡是

一款为跨境往来人士打造的信用卡， 持卡人

可在境外17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700万家线

下商户刷卡消费，自动享受“笔笔立返1%”的

优惠

（ 返现金额每月

1000

元封顶）

。工、农、中、

建、交、招商、平安、兴业、广发等9家银行首批

发行银联跨境返现卡， 后续银联将联合更多

商业银行发行该卡。

董峥表示， 国民巨大的境外消费需求，大

大地刺激了国内商业银行在信用卡跨境支付

业务，通过信用卡刷卡优惠或返现活动，促进

持卡人境外刷卡消费，让信用卡的跨境支付成

为银行新的业务增长点。 但由于受条件限制，

只有借助于卡组织在全球布设的庞大支付与

清算网络，才能既最大限度满足发卡银行的需

求，又能降低业务成本，而银联作为中国支付

品牌的作用与意义就可充分地体现出来。

根据银联的数据， 目前银联卡全球受理

网络已延伸至174国家和地区，覆盖超过5500

万家商户和290万台ATM（境外超过2700万

商户、170万台ATM）。 境外38个国家和地区

的超过1800万台POS终端受理银联闪付支

付， 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80万家商

户受理银联二维码支付。

某卡组织行业人士也表示，毕竟银联还是

属于卡组织，当然更希望大家用“银联”的卡，

巩固跨境业务的优势地位， 对于商业银行来

讲，有银联支持推出境外返现优惠活动也是乐

意联手，同时也可满足其客户到境外消费的需

求，因此对双方而言是“双赢”局面。 至于对消

费者来说，那就是优惠力度越大越讨喜了。

据了解，国内支付清算领域正加速双向，

去年11月， 央行批复首张外资银行卡清算牌

照， 通过了连通公司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

请， 美国运通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境内筹

建银行卡人民币清算网络的外资公司。 另一

方面，国内银联清算巨头也在加速布局境外。

“随着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的脚步

日益加快， 这就要求中国银联在巩固自身在

中国市场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外， 还要加速全

球业务布局。 ”董峥表示。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升

级不断加速，“出境旅游、跨

国消费” 已经成为国人重要

的生活方式。 此前中国旅游

研究院、 携程旅游大数据联

合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8

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大数据报

告》显示，2018 年中国出境旅

游规模居世界第一位， 公民

出境旅游人数 14972 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

出境旅游也带动了境外

消费规模的日益提升， 在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

据中，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国际旅游消费市场，2018 年

中国游客在境外的花费达到

了 277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2%。 面对如此庞大的境外

消费规模， 对任何一家银行

和卡组织来说， 都是巨大的

机遇。

不过信用卡行业研究人

士董峥指出， 如何让持卡人

不再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那些

绕口的境外刷卡权益活动规

则， 能够更好地进行境外旅

行消费体验， 这是一个值得

发卡银行所共同思考的重要

问题。

境外消费市场

潜力大

银联牵头推“笔笔返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