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规避了货币转换
费、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后，出行前，全面了解各
家银行、各类信用卡的刷
卡优惠大餐便是重点了。
据记者了解，这些优惠包
括境外取现免手续费；外
币分期付款折扣优惠；境
外双倍积分；甚至是航空
订票叠加折扣优惠、特定
商家的购物折扣优惠、免
费环球漫游WiFi等。

以银联卡为例，据
悉，眼下，银联卡支持40
多家境外航空的在线预
订，最高可享受 8.8 折优
惠；此外，全球客流量排
名前20的机场中有17家机
场的免税店有银联卡专属
优惠，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
机 场 ，在 International
Shoppes 刷银联卡消费
200美元，即享9.5折优惠；
用银联卡还能在许多机场
的餐饮、娱乐、书店享受
折扣，其中，日本成田国
际机场，京成友膳店内刷
银联卡消费可享受9折优
惠；在澳洲、新西兰的机场
部分商户，用银联“云闪
付”买单，优惠更多。同样
的，VISA卡、Master卡等
在上百个国家拥有各自的
特约商户，持卡人对应可
以享受到专属折扣。

倘若要远行，各家银
行的信用卡也是值得好好
比较，然后随身带上一张

性价比高的。如持有工行
工银JCB旅游主题信用卡
在日本JCB网络使用时，
可直接以日元入账，除了
可以享受消费返现（新客
户专享10%消费返现，老客
户1%消费返现）外，还提供
了境外免费WiFi、签证服
务、机场代泊车、机场和高
铁贵宾厅、海外购物保险
等权益；中行官网显示，持
有该行长城国际卓隽卡每
月首笔境外ATM取现可
享受零手续费，持有长城
环球通自由行信用卡，则
可在日本、韩国、美国、新
加坡、泰国等国和中国的

港澳台地区众多餐饮、酒
店、珠宝、旅行社等特定商
户享受超值优惠折扣和礼
品馈赠，银行还提供了韩国
GLOBAL TAXFREE、西
班牙innova taxfree等消
费退税服务；本月月底前，
持有中信万事达信用卡，
无需注册便可享受满额即
返待遇，持卡人在美国精
选商户通过万事达卡线路
消费满额最高可享受高达
25%的现金回馈，该行银联
卡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国
际机场中国角消费能够享
受到一大波专属优惠。

记者 崔凌琳

出境旅游该带哪些银行卡？
随着信用卡渗透率的日渐提升，刷卡已经成了旅友境外消费的最主要方式。尤其

是信用卡，不仅携带方便、使用安全，还能享受免息优惠，是旅友们远行中的必备
“武器”。在机票、酒店两大旅游开支既定的情况下，巧换货币、用好银行卡，成了节
省旅行开支的最直接途径。

今天，我们就看看一些出境旅游达人及银行理财专家使用信用卡的心得和窍门吧。

据记者了解，市民手中
常见的信用卡有VISA卡
和 Master 卡以及银联卡
等，准备出行的市民首先要
弄清不同卡之间的区别。

VISA卡和Master卡
均以美元结算，前者在美
国和亚洲一些国家比较普
及，后者则在欧洲好用。
不过，细心的旅友会发
现，在境外消费刷VISA
或 Master 卡，如果在以
美元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国
家，就会按当天汇率把支
付的金额换算成美元，
在账户里扣除；如果在
非美元流通的国家，需
先将支付金额按当天汇
率结算为美元，再结算
为人民币，从账户中扣
除，这就存在两次汇率
的换算，因为汇率实时
变动，难免会产生额外
的费用。因此，一旦决

定要去欧洲等非美元流
通 货 币 国 家 旅 游 甚 至

“血拼”，旅友不妨去办
一张非美元双币信用卡。
旅友陈挺告诉记者：“欧
洲大部分城市的商场、超
市都可刷卡，我们带欧元
双币卡应该是最方便，
也是最合算的。”

银联卡直接以人民币
结算，在境外使用可以省
去货币转换手续费，刷卡
的成本可以降至最低。过
去，因为银联卡的使用范
围有限，旅友只能眼睁睁
去花动辄1.5%甚至更高的
货币转换费率，好在如
今，银联卡已在境外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涵
盖了2000万家商户和130
万台ATM机。所以，普
通的行程，一张银联卡就
能轻松搞定。

不过，经验人士提

醒，刷卡时，旅友切记提
醒商户，自行选择合适的
交易通路。比如，像日本
等地习惯使用本国的刷卡
通道，因而在日本、欧洲
等非美元国家，旅友要切
记自主挑选合适的交易通
路，以免因为无法用银联
卡结算而改用美元结算通
路，从而产生交叉汇率，无
形中提高了交易成本。以
1.5%的货币转换费率计
算，2万元的交易至少需要
多花300元，5万元则需多
花650元以上的额外费用。

据记者了解，目前，
中行、建行等大多数国有
银行已免去了旗下外币信
用卡的货币转换费。如果
是用VISA卡刷欧元，交
易先将所刷金额转成美
元，再转为人民币记账，
两次汇率转换的汇差损失
依然不容小觑。

境外刷卡如何避免货币转换费

出境游消费不能少了“刷卡优惠攻略”

逛网上论坛，经常看
到有人在帖子里为了要不
要省钱“打架”，求省钱达
人分享经验的帖子经常歪
楼到钱是省出来的还是挣
出来的争论。

纯粹地省钱不利于生
活品质，钱是用来花的，
守财奴式的抠索绝不是理
财榜样。但是有计划地消
费，做一些功课，花更少
的钱享受到同样的服务或
商品，那是能带来成就感
的。

有人抱怨自己的省钱
乐趣就在网站的各种满减
优惠中，拼来拼去，比上
比下，心好累。其实，省
钱不等于耗费无限精力找
到最便宜的那个，而是耗
费适度精力找到性价比最
高并趋向于使用价值最大
化的商品或方式。出行前
淘机票，在几个网站前搜
搜特价，比比套餐。再说
到旅游，往往花钱的大头
不是景点的门票，而是一
些“套路”，如果提前做好
功课，是可以省下一些可
观的开销的。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
省钱的定义就是以更小的
花费获取同样的利益或商
品。但是省钱并不以花费
的多少作为惟一的比较条
件。比如买一双30元地摊
大甩卖的鞋和一双商场在
售 500 元的同类鞋，哪个
更省钱？如果50元的鞋穿
着磨脚，穿不了几次就搁
置了，或者品质不行，穿
了几回就坏了，摊下来使
用成本一次也得十几元。
而 500 元的鞋舒适度和耐
用度要比 50 元的好很多，
可以穿好几个季节。用时
间均摊下来，每天可能只
有几元，甚至更低。如果
碰上双十一或者年终庆之
类，500 元的鞋子可以用
200 多 元 拿 下 ， 更 划 算
了。需要的东西，选你承
受能力范围内性价比最
高，就是最省的。

省钱最直接的手段在
于减少支出，砍去那些自
己不需要的消费，而不是
节衣缩食。省钱的精髓在
于，你知道自己需要什

么。不浪费就是最大的节
省。买来不需要的东西，
无论怎么优惠，也是种浪
费。你的周围充斥着各种
广告和各种精心设计的营
销策略，告诉你需要买这
个，需要买那个。实际上
你并不需要那么多。所
以，一般能省钱又不降低
自己生活品质的人，是那
种内心强大的人。他们冲
破层层迷雾，跟随自己的
内心。而不是在消费上跟
风，买一些不合适或者不
需要的东西。

如果想省钱，不要放
纵那些可有可无的小支出。
美国作家大卫·巴赫曾经提
出过一个著名的“拿铁理
论”，说的是一对夫妻，每天
早上必定要喝一杯拿铁咖
啡，看似很小的花费，30年
竟花了 70 万元。拿铁理论
中的拿铁咖啡，还暗指了我
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非必要
的细小支出(拿铁咖啡 、
烟、零食等)，因为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支出，长期累
积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
财富。我们可能不喝拿
铁，但或许喜欢奶茶，又
或者喜欢喝饮料，“拿铁因
子”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
同的宿主。

拿铁因子还存在于各
类折价券对你的吸引中。
打折券、满减券、免邮
券、买赚券……这些看起
来是让你少花钱，实际上
是为了套出你口袋里的
钱。虽然有优惠，但为了
拿到这个优惠你常常需要
消费更多。你有可能买下
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看起
来享受到了优惠，其实花
了更多的钱。

在 自 己 的 能 力 范 围
内，花该花的，省能省
的。省钱的快乐，还得有
一个同样的环境，至少有
一个能够理解你的另一
半。大头菜在网络上看到
有人发帖抱怨另一半大手
大脚，“狗窝里没有剩粮”

“瞬间把自己省钱带来的成
就感浇灭了一大半”。消费
观不同恐怕会是心中潜伏
的猫爪，时不时来挠你一
下。 记者 周静

花该花的，省能省的

用卡篇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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