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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中国”） 

信用卡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 

 

参与资格 

1、除非另有约定或汇丰中国另有明确说明，汇丰中国信用卡积分计划（下称“积分计划”）适用

于汇丰中国发行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汇丰中国信用卡的主卡持卡人根据本信用卡积分计划条

款及细则（下称“本条款及细则”）申请使用及兑换积分，汇丰中国信用卡附属卡持卡人的积分

合并计入主卡账户，只能由主卡持卡人申请使用或兑换。 

2、 持卡人向汇丰中国申请累积、使用或兑换积分时，不得有下列情形：  

1) 所持有的汇丰中国信用卡被停用或被限制使用、卡片未激活或已注销、卡片过期且未续卡、

或账户状态不正常；  

2) 持卡人违反汇丰中国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本条款及细则或适用的其他相关规定；或  

3) 汇丰中国依其独立判断认为，持卡人的特定刷卡消费为恶意或虚假交易或持卡人以其他任何

方式骗取积分。  

 

持卡人发生上述任一情形的，汇丰中国有权决定取消其参加本信用卡积分计划之资格，不予累积

积分或将其已累积的积分做相应扣减，及/或拒绝其积分的使用或兑换。 

 

积分有效期 

    积分将在产生积分的消费入账的日期被记入信用卡积分账户。除本条款及细则另有规定外，

汇丰中国信用卡的积分有效期为 3 年，即当年度任意时间累积的积分，在随后第 3 个日历年的

12 月 31 日到期。积分失效后将无法使用或兑换。 

 

积分累积适用范围 

持卡人使用汇丰中国信用卡消费时，除下列项目外，均可累积积分： 

• 信用卡年费、循环信用利息、取现交易的手续费及利息、逾期缴款所衍生的费用（如违约金、

利息）、依《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其它各项手续费。  

• 转账交易、取现交易、现金分期交易及荟享贷交易（包括原始交易及每期分摊的应还本金金

额交易）。  

• 汇丰中国人民币信用卡特定类别的消费，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管理及维护费用；汽车购买；批

发类交易；医院；初级和高等学校；大学、学院、专业学校；慈善和社会服务、非赢利事业；

罚款；保释金和债券；纳税；政府服务；使领馆收费；政府贷款；三农商户以及汇丰中国信

用卡官方网站公布的特定商户类别的消费；汇丰中国另行指定的其他项目（将提前在汇丰中

国信用卡官方网站公告）。以上信息将根据相关机构增减的商户类型不时做出调整，请以汇

丰中国信用卡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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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累积 

1、原始消费积分 

    除附件标注的联名卡、汇丰丰聚信用卡及特定情形外，使用汇丰中国信用卡消费，以每笔消

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的积分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 

2、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除附件标注的联名卡及特定情形外，使用汇丰中国发行的信用卡在以下场景消费，可按照本

条款及细则的积分计算规则享受额外倍数的积分奖励，消费场景及具体倍数如下： 

 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及汇享分： 

使用汇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卡、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汇丰旅行信用卡、汇丰生活信用卡、

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汇丰运动信用卡、汇丰运动信用卡尊享版的人

民币卡申请分期成功后，分期本金金额的部分将获赠额外 2 倍积分的奖励。额外获赠的积

分具体发放形式为：根据持卡人每期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或汇享分分摊的应

还本金金额，将相应的 2 倍积分在当月导入持卡人的账户中。如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的金

额为 3000 元，分期期数为 3 期，每期应还本金金额为 1000 元，则每月会有 2000积分导入

持卡人账户，一共可额外获赠 6000 积分； 

 境外商户消费： 

使用汇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卡、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汇丰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卡或美元卡在

境外商户消费时，可获得基于原始消费积分的额外 1 倍积分奖励。使用汇丰丰聚旅行信用

卡在境外商户的实体卡或银联网络交易，可根据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积分计算规则获赠 5倍

奖励积分。使用汇丰丰聚信用卡在境外商户的实体卡或银联网络交易，可根据本条款及细则

列明的积分计算规则获赠 3 倍奖励积分。境外商户以汇丰中国认可的商户注册地为准； 

 

 指定运动类商户消费： 

使用汇丰运动信用卡在境内指定运动类商户消费时，可获得基于原始消费积分的额外 2 倍

积分奖励。使用汇丰运动信用卡尊享版在境内指定运动类商户消费时，可获得基于原始消费

积分的额外 4 倍积分奖励指定运动类商户的商户类别代码请以汇丰运动信用卡卡片介绍页

面列示为准。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中不同的消费场景获赠的积分有赠送上限，每一自然年（截止该年的 12

月 31 日）/自然月的赠送上限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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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积分上限仅限于持卡人在积分极速累积计划中所赚取的奖励积分，持卡人的原始消费积分累

积不在此限制之内； 

2) 除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及汇享分外，持卡人在积分极速累积计划中所赚取的

积分入账时间与原始消费积分入账时间相同； 

3) 积分累积取决于持卡人的交易类型，于特定商户类别的消费不可获得积分，亦不适用于积分

极速累积计划，详情参见本条款及细则的“积分累积适用范围”； 

4)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中分期交易的场景不受特定商户类别的消费限制，即无论持卡人的原始消

费是否能获得积分，持卡人成功申请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及汇享分，均可获

赠额外 2 倍积分。 

5)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的消费场景中，境外商户消费与网络消费（“网络消费”指通过银联在线

完成的消费，或通过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完成的消费，但不包括通过 Apple Pay 的

POS 交易完成的消费，下同）的奖励积分不可同享。若持卡人通过境外网站消费将按照境外

消费（而非网络消费）享受积分，无论其身处何地。 

 

3、积分互赠： 

    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及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持卡人可以向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或

消费场景及赠送上限 
交易分期、账单分期、

自动交易分期及汇享分 
境外商户消费 

指定运动类

商户 

汇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

卡 
无 60 万积分/年 

不适用 

 

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 无 60 万积分/年 
不适用 

汇丰旅行信用卡 无 40 万积分/年 
不适用 

汇丰生活信用卡 无 
不参与境外商户的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不适用 

汇丰 CP 信用卡  无 
不参与境外商户的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不适用 

汇丰运动信用卡 无 
不参与境外商户的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3 万积分/月 

36 万积分/年 

汇丰运动信用卡尊享版 无 
不参与境外商户的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5 万积分/月 

60 万积分/年 

汇丰丰聚旅行信用卡 不适用 
4 万积分/月 

48 万积分/年 
不适用 

汇丰丰聚信用卡 不适用 
2.4 万积分/月 

28.8 万积分/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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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持卡人赠送其根据本条款及细则累积的积分。积分赠送后，送出积分的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或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显示的积分会相应减少，同时受

赠积分的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或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显示的积分会相

应增加。赠送的积分将在第二个自然日到账。赠送的积分有效期不因赠送行为发生变更，例如某

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持卡人原有 100 积分，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于 2019 年 3 月将该积

分赠送给某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则该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持卡人获赠的 100 积分有效期

仍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积分赠送每日上限为 5 千信用卡积分，每月上限为 2 万信用卡积分。 

4、积分计算规则 

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使用汇

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卡、汇丰旅行信用卡、汇丰运动信用卡尊享版、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

汇丰丰聚旅行信用卡、汇丰同程艺龙旅行联名信用卡，通过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可以根据本条

款及细则规定获得原始消费积分。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汇丰生活信用卡、汇丰 CP 卡红卡及蓝

卡、汇丰运动信用卡、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汇丰丰聚信用卡、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通过境

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计算规则为：取交易金额乘以相应

汇率，去尾取整得到原始累积积分值。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2 分。 

2） 美元交易，如消费美元 1.10 元，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8 分；如消费美元 1.20 元，可累积原

始消费积分 9 分。 

3）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汇丰生活信用卡、汇丰 CP 卡

红卡及蓝卡、汇丰运动信用卡、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汇丰丰聚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

支付完成的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分，如持卡人使用前述

卡种通过支付宝完成 3.6 元消费，可获得信用卡积分 1 分。 

4） 积分极速累积计划获赠的积分将在原始积分的基础上乘以相应倍数获得。 

持卡人如因任何理由将消费的商品或服务退还，持卡人原先已取得的有关该等商品或服务的全

部积分（包含原始消费积分及积分极速累积计划奖励积分），将由汇丰中国予以全额扣除，如在

扣除相应积分前，持卡人已经将积分用于兑换积分礼品，导致其信用卡账户中无足够积分可以扣

除，汇丰中国将在扣减持卡人的积分余额后，对于不足部分，在持卡人积分账户中计负分，并在

账单中显示。持卡人在计负分的状态下不可销卡。 

 

积分兑换  

1、 持卡人可申请将其本人信用卡主卡账户内的积分兑换为根据积分计划可提供的航空里程、各

项礼品、主卡/附属卡年费、指定商户代金券或程金币。 

 

2、 汇丰中国可能不时制定或修改特定项目的兑换规则，特定项目的兑换规则将作为本条款及细

则的一部分，如与本条款及细则存在不一致，就特定项目而言，以特定项目的兑换规则为准。 

3、 积分兑换申请仅限信用卡主卡持卡人提出。当信用卡积分数额达到兑换标准时，主卡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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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累积积分按照相应的积分兑换标准兑换相应项目，汇丰中国将即时从持卡人积分账户中扣

减相应积分。  

4、 不同卡种持卡人仅可兑换汇丰中国指定的兑换项目。 

5、 所有兑换申请不论兑换何种奖励、以何种途径提交到汇丰中国，持卡人向汇丰中国提出兑换

申请，一经确认即不可变更或撤销，已申请所兑换的积分将从持卡人汇丰中国信用卡的积分账户

中扣减除，更新后的积分情况将显示在下一期信用卡账单上。  

6、积分的使用将按照积分到期的时间顺序进行兑换，即先到期的积分将优先被用于积分兑换。 

7、如某兑换项目已兑换数量达到汇丰中国所设定的限量时，汇丰中国将尽量协助持卡人更改兑

换其他项目，直至所有项目已兑换完毕，持卡人不得坚持兑换已超过限量的项目。 

8、所有与兑换项目相关的礼品或服务由供应商向持卡人提供，并由其对兑换的礼品或服务及相

关的售后服务、有关的争议、纠纷等承担责任，汇丰中国不承担任何责任。 

 

修改及终止  

汇丰中国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修改本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延

迟或提前终止本积分计划、调整本积分计划的积分累积奖励规则、积分使用、兑换规则等）， 并

于汇丰中国信用卡网站公告或通过领用合约规定的其他相关渠道通知后生效，敬请持卡人留意。

持卡人如对本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疑问，可要求汇丰中国予以解释。本积分计划如有未尽

事宜，依照《汇丰中国信用卡章程》、《汇丰中国信用卡领用合约》及其它相关条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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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汇丰中国联名信用卡各卡种积分累积细则 

 

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

定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 

2、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使用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在以下场景消费，可按照本条款及细则的积分计算规则享

受额外倍数的积分奖励，消费场景及具体倍数如下： 

 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及汇享分： 

使用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申请分期成功后，分期本金金额的部分将获赠额外 2 倍

积分的奖励。额外获赠的积分具体发放形式为：根据持卡人每期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

交易分期或汇享分分摊的应还本金金额，将相应的 2 倍积分在当月导入持卡人的账户中。

如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的金额为 3000 元，分期期数为 3 期，每期应还本金金额为 1000 元，

则每月会有 2000 积分导入持卡人账户，一共可额外获赠 6000 积分； 

 网络支付： 

使用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通过京东支付快捷支付完成的交易，可获得原始交易积

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额外 1 倍积分奖励。 

使用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通过通过银联在线完成的交易，以及通过支付宝、财付通

等第三方支付完成的交易均没有原始消费积分，也不享受额外任何积分奖励。 

 

每一自然年（截止该年的 12 月 31 日）/自然月的赠送或累积上限如下： 

消费场景 上限 

交易分期、账单分期、自动交易分期或汇享分 无 

境外商户消费 不参与境外商户的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网络支付 累积上限：2 万积分/月 

24 万积分/年 

 

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的计

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2、网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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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分。

具体计算规则为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信用卡积分 1 分。 

2）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

成的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分。 

 

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或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

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的积分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网络支付 

 

使用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可以根据本条款及细

则规定获得原始消费积分。使用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计算规则为：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2 分；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 可累积信用卡积分 1 分。 

2）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

付完成的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分。 

 

2、积分极速累积计划 

使用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或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在以下场景消费，可享受额外倍数的

积分奖励，消费场景及具体倍数如下： 

 酒店住宿消费： 

使用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银联人民币卡（实体卡及 Apple Pay 的 POS 交易）在酒店住

宿服务类商户（含境内、境外）的酒店住宿交易及使用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万事达美元

卡（含实体卡、网络消费）在境外酒店住宿服务类商户的酒店住宿交易，可根本条款及细则

列明的积分计算规则获赠 20 倍奖励积分。据 

 

住宿服务类商户类别代码请以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介绍页面列示为准。 

 

 加油站消费： 

 

 

使用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银联人民币卡（实体卡及 Apple Pay 的 POS 交易）在境内加

油站类商户的加油交易，可根据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积分计算规则获赠 20 倍奖励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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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类商户类别代码请以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介绍页面列示为准。 

 

每一自然年（截止该年的 12 月 31 日）/自然月的赠送或累积上限如下： 

 

消费场景 上限 

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

酒店住宿消费
* 

赠送上限：2 万积分/月 

24 万积分/年 

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

加油站消费 

赠送上限：1 万积分/月 

12 万积分/年 

境内网络消费 累积上限：2 万积分/月 

24 万积分/年 

 

 

汇丰饿了么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饿了么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线下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

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2、网络支付 

使用汇丰饿了么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分。

具体计算规则为：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信用卡积分积分 1 分。 

 

2）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饿了么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

支付完成的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积分。 

 

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线下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

定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

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2、  网络支付 

使用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

分。具体计算规则为：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信用卡积分 1 分。 

2）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

支付完成的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分。 

 

汇丰同程艺龙旅行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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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线下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

定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

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2、 网络支付 

使用汇丰同程艺龙旅行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网络支付完成的交易，享 1 倍原始消费

积分。具体计算规则为： 

1）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2 分。 

 

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或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线下消费交易金额为基

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美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2、网络消费 

1) 客户使用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银联在线，或通

过支付宝、财付通完成的携程端网络交易，享 1 倍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规则为：如消费人

民币 2.6 元，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2 分； 

2) 使用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完成的非携程端网络交易，享 0.5 倍

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计算规则为： 

a)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信用卡积分 1 分。 

b)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

用卡完成的非携程端网络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

分。 

3、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网络消费原始积分累计上限为 48 万积分/

年。  

 

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 

1、原始消费积分 

使用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消费，以每笔线下消费交易金额为基础按照本条款及细则规定

的计算规则获得原始消费积分。对于原始消费积分，每消费人民币 1 元累积 1 积分, 每消费美

元 1 元累积 8 积分。 

2、网络消费 

1) 客户使用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通过境内商户的银联在线，或通过支付宝、财付通完成的

去哪儿端网络交易，享 1 倍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规则为： 

a)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 元，可累积原始消费积分 2 分； 

2) 使用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完成的非去哪儿端网络交易，享 0.5 倍原始消费积分。具体计

算规则为： 

a) 人民币交易，如消费人民币 2.60 元，可累积信用卡积分 1 分。 

b) 为避免疑义，积分最小单位为 1 分。使用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完成的非去哪儿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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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交易，实际消费小于人民币 2 元的部分，不累积信用卡积分。 

3、汇丰去那儿联名信用卡网络消费原始积分累计上限为 48 万积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