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信用卡《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修改公告

尊敬的信用卡持卡人：

《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适用于花旗礼享卡、花旗礼程卡、花旗至享卡。为了提供更好
的服务，我行对《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的内容进行如下主要修改：

条款一、参加条件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
于花旗礼程卡、花旗至享卡）不参加
本积分计划。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
参加本积分计划卡种的权利，并以花
旗银行网站公布的花旗礼赏世界积分
条款及细则内容为准。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
于花旗礼享卡、花旗至享卡）不参加
本计划。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参加
本花旗礼程计划的信用卡卡种的权
利，并以花旗银行网站公布的花旗礼
程计划条款及细则内容为准。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
于花旗礼享卡、花旗礼程卡）不参加
本积分计划。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
参加本积分计划卡种的权利，并以花
旗银行网站公布的花旗礼赏世界积分
条款及细则内容为准。
3、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
银行有权取消其参加本积分计划资格或
者拒绝其积分兑换：
1）所持花旗礼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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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4、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
银行有权取消其参加本花旗礼程计划
资格或者拒绝其花旗礼程兑换：
1) 所持指定信用卡被停用或管制、卡
片未激活或已注销、卡片过期且未续
卡，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于花旗
礼程卡、花旗至享卡）不参加本积分计划。
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参加本积分计划卡种
的权利，并以最新公布的《花旗礼赏世界积
分计划条款及细则》内容为准。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于花旗
礼享卡、花旗至享卡）不参加本花旗礼程计
划。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参加本花旗礼程
计划的信用卡卡种的权利，并以最新公布的
《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内容
为准。
2、其它花旗信用卡卡种（包括但不限于花旗
礼享卡、花旗礼程卡）不参加本积分计划。
花旗银行保留不时增减参加本积分计划卡种
的权利，并以最新公布的《花旗礼赏世界积
分计划条款及细则》内容为准。
3、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银行有
权取消其参加本积分计划资格或者拒绝其积分
兑换、合并及转赠：
1) 所持花旗礼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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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不足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4、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银行有
权取消其参加本花旗礼程计划资格或者拒绝
其花旗礼程兑换、合并及转赠：
1) 所持指定信用卡被停用或管制、卡片未激
活或已注销、卡片过期且未续卡，礼程不足
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3、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
银行有权取消其参加本积分计划资格
或者拒绝其积分兑换：
1）所持花旗至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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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3、持卡人如有下述情形之一的，花旗银行有
权取消其参加本积分计划资格或者拒绝其积分
兑换、合并及转赠：
1）所持花旗至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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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
不足或者账户状态不正常的；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条款二、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二、自花旗礼享卡激活之日起，花旗礼
享卡积分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弃
积分的除外。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二、自花旗礼程卡激活之日起，花旗礼
程有效期为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
弃礼程的除外。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二、自花旗至享卡激活之日起，花旗至
享卡积分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弃
积分的除外。

二、自花旗礼享卡激活之日起，花旗礼享卡
积分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弃积分或花
旗银行经提前通知持卡人修改该等条款的除
外。
二、自花旗礼程卡激活之日起，花旗礼程有
效期为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弃礼程或
花旗银行经提前通知持卡人修改该等条款的
除外。
二、自花旗至享卡激活之日起，花旗至享卡
积分永久有效，但持卡人同意放弃积分或花
旗银行经提前通知持卡人修改该等条款的除
外。

条款三、积分/花旗礼程之累积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
（第 1 点）适用的信用卡章程或领用合约
规定的各项利息和手续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信用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
息、滞纳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
费等。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
（第 1 点）适用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章程或
领用合约规定的各项利息和其他各类按最
新公示的《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个人卡)费率一览表》（以下简称“费
率表”）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用
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息、违
约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花旗礼程*：
（第1点）适用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章程或领
用合约规定的各项利息和其他各类按最新公
示的费率表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用
卡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息、 违约
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
（第1点）适用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章程或领
用合约规定的各项利息和其他各类按最新公
示的费率表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用
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息、违约
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花旗礼程*：
（第1点）适用的信用卡章程或领用合约规
定的各项利息和手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
息、滞纳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
费等。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
（第1点）适用的信用卡章程或领用合约规
定的各项利息和手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
息、滞纳金、超限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
费等。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花旗礼程：
（第4点）特定类别的签账消费，包括但不
限于房地产；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及 维
护费用；汽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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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附件表1》中
所列特定 商户类别的签账消费。以上信息
如做出调整，请以花旗银行网站公布信息
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2、下列项目不予累积积分/花旗礼程：
（第4点）特定类别的签账消费，包括但不
限于：房地产；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及维
护费用；汽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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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事业；罚款；保释金
和债券；纳税；政府服务；使领馆收费；政
府贷款；以及《附件表一》中所列特定商户
类别的签账消费。以上信息如做出调整，请
以最新公布的《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中的《附件表一》内容为准，恕不
另行通知。

条款四、积分/花旗礼程之查询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2、通过电子渠道查询积分累积情况，例
如登录花旗网上银行、绑定花旗信用卡官
方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菜单查询积分信
息。

2、通过电子渠道查询积分累积情况，例如
绑定花旗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微
信菜单查询积分信息。

2、通过电子渠道查询积分累积情况，例
如登录花旗网上银行、绑定花旗信用卡官
方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菜单查询积分信
息。

2、通过电子渠道查询礼程累积情况，例如
绑定花旗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微
信菜单查询礼程信息。

条款五、积分/花旗礼程之合并与转赠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花旗礼享卡的
人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积分进行合并，也
可以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礼享卡的
积分账户，但花旗礼程卡项下的花旗礼程
与花旗礼享卡项下的积分不得进行合并或
转赠。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花旗礼享卡的人
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积分进行合并，也可以
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礼享卡的积分账
户，但花旗礼享卡项下的积分不得与花旗礼
程卡项下的礼程或花旗至享卡项下的积分进
行合并或转赠。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的花旗礼程卡
的人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花旗礼程进行合
并，也可以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礼
程卡的礼程账户，但花旗礼程卡
项下的花旗礼程与花旗礼享卡项下的积分
不得进行合并或转赠。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的花旗礼程卡的
人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花旗礼程进行合
并，也可以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礼
程卡的礼程账户，但花旗礼程卡项下的礼
程不得与花旗礼享卡项下的积分或花旗至
享卡项下的积分进行合并或转赠。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花旗至享卡的
人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积分进行合并，也
可以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至享卡的

1、持卡人可以将本人名下花旗至享卡的人
民币卡和美金卡内的积分进行合并，也可
以将其转赠于他人持有的花旗至享卡的积

积分账户。但花旗至享卡项下的积分不得
与花旗礼程卡项下的礼程或花旗礼享卡项
下的积分进行合并或转赠。积分合并及转
赠将根据公布的费率表收取一定费用。

分账户。但花旗至享卡项下的积分不得与
花旗礼程卡项下的礼程或花旗礼享卡项下
的积分进行合并或转赠。
2、同名卡片项下的至享卡积分合并不收取
任何费用，花旗至享卡积分转赠每笔将收
取50元人民币或8美元的转赠手续费,手续
费将于申请时从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予以
扣除。
4、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申
请，一经花旗银行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
销。如持卡人所持花旗礼享卡项下积分不
足，花旗银行有权拒绝其积分合并或转赠
的申请。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4、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
申请，一经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销。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3、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
申请一经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销。

4、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申
请,一经花旗银行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
销。如持卡人所持花旗礼程卡项下礼程不
足，花旗银行有权拒绝其礼程合并或转赠
的申请。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3、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
申请，一经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销。

4、持卡人向花旗银行提出合并或转赠的申
请，一经花旗银行确认即不允许变更或撤
销。如持卡人所持花旗至享卡项下积分不
足，花旗银行有权拒绝其积分合并或转赠
的申请。

条款六、积分/花旗礼程之兑换
（一）总则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一）总则
4、持卡人以积分兑换“花旗银行礼赏世
界”积分计划，包括花旗官网和微信礼赏
世界积分商城提供的各种礼品时，其积分
兑换部分不提供发票。

（一）总则
4、持卡人以积分兑换各种礼品时，花旗银
行不提供发票。

无

6、本花旗礼程计划的礼品有兑换数量限制
和期间限制，并将不定期更新，请注意兑换
时的相关说明。

无

6、本积分计划的礼品有兑换数量限制和期
间限制，并将不定期更新，请注意兑换时的
相关说明。

（二）积分/礼程兑换里程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1、兑换方式
• 网上申请兑换：通过登录花旗银
行
网
上
银
行
www.citibank.com.cn ， 提 交 兑
换申请。
• 绑定花旗信用卡官方微信号，进
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交兑换申
请。

1、兑换方式：绑定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
信公众号，进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
交兑换申请。

3、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积
分兑换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凤凰知音俱乐
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明珠俱乐部、中国
东方航空公司东方万里行俱乐部、国泰航
空公司亚洲万里通、新加坡航空公司新航
俱乐部及其他花旗银行指定合作航空公司
常旅客俱乐部（以下简称“合作伙伴”）
的航空里程。合作伙伴可能不时增减，名
单及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网站公布为准。
每次兑换的里程数必须为1000里程的整数
倍。

3、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花旗礼享卡账户内
的花旗积分兑换为花旗银行指定合作航空
公司常旅客俱乐部的航空里程或指定酒店
集团（以下合称“合作伙伴”）的会员积
分。合作伙伴可能不时增减，名单及兑换
标准以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
的“礼赏世界积分商城”公布为准。每次
兑换的里程数/会员积分必须为1000里程/
会员积分的整数倍。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2、持卡人可按1花旗礼程 = 1航空公司里
程去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礼程兑
换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凤凰知音俱乐部、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明珠俱乐部、中
国东方航空公司东方万里行俱乐部、国泰
航空公司亚洲万里通、新加坡航空公司新
航俱乐部，及其他花旗银行指定合作航空
公司常旅客俱乐部的航空里程或指定酒店
集团（以下简称“合作伙伴”）的会员积
分。合作伙伴可能不时增减，名单及兑换
标准以花旗银行网站公布为准。每次兑换
的花旗礼程数必须为1000花旗礼程的整数
倍。

2、持卡人可按1 花旗礼程 = 1 航空公司
里程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礼程兑换为
花旗银行指定合作航空公司常旅客俱乐部
的航空里程或指定酒店集团（以下合称
“合作伙伴”）的会员积分。合作伙伴可
能不时增减，名单及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
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界积
分商城”公布为准。每次兑换的里程数或
会员积分必须为1000里程/会员积分的整数
倍。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3、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积
分兑换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凤凰知音俱乐
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明珠俱乐部、中国
东方航空公司东方万里行俱乐
部、国泰航空公司亚洲万里通、新加坡航
空公司新航俱乐部及其他花旗银行指定合
作航空公司或指定酒店集团（以下简称
“合作伙伴”)的会员积分。合作伙伴可
能不时增减，名单及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
网站公布为准。每次兑换的里程数或会员
积分必须为1000里程的整数倍。

3、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积分
兑换为花旗银行指定合作航空公司常旅客
俱乐部的航空里程或指定酒店集团(以下合
称“合作伙伴”)的会员积分。合作伙伴可
能不时增减，名单及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
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界积
分商城”公布为准。每次兑换的里程数或
会员积分必须为1000里程/会员积分的整数
倍。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5、兑换航空里程的持卡人必须是合作伙
伴的会员。花旗银行核准兑换的花旗积分
将实时从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扣除，所兑
换的航空里程将于兑换受理后的10-15个
工作日内由合作伙伴存入持卡人的航空公
司常旅客俱乐部会员账户。恕不接受紧急
兑换申请。

5、兑换航空里程或酒店会员积分的持卡人
必须是合作伙伴的会员。花旗银行核准兑
换的花旗积分将实时从持卡人信用卡账户
中扣除，所兑换的航空里程或酒店会员积
分将于兑换受理后的10-15个工作日内由合
作伙伴存入持卡人的航空公司常旅客俱乐
部或酒店集团的会员账户。恕不接受紧急
兑换申请。持卡人须正确填写本人的航空
公司/酒店会员号，并确保填写的会员所属
姓名和在花旗银行的主卡持卡人姓名一
致，若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兑换失败。
4、兑换航空里程或酒店的持卡人必须是 4、兑换航空里程或酒店会员积分的持卡人
合作伙伴的会员。花旗银行核准兑换的花 必须是合作伙伴的会员。花旗银行核准兑
旗礼程将实时从持卡人信用卡礼程账户中 换的花旗礼程将实时从持卡人花旗礼程卡
扣除，所兑换的航空里程或会员积分将于 账户中扣除，所兑换的航空里程或酒店会
兑换受理后的10-15个工作日内由合作伙 员积分将于兑换受理后的10-15个工作日内
伴存入持卡人的航空公司或酒店集团常旅 由合作伙伴存入持卡人的航空公司常旅客
客俱乐部会员账户。恕不接受紧急兑换申 俱乐部或酒店集团的会员账户。恕不接受
请。
紧急兑换申请。持卡人须正确填写本人的
航空公司/酒店会员号，并确保填写的会员
所属姓名和在花旗银行的主卡持卡人姓名
一致，若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兑换失败。

（三）积分/花旗礼程兑换刷卡金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1、兑换方式
• 网上申请兑换：通过登录花旗银
行
网
上
银
行
www.citibank.com.cn ， 提 交 兑
换申请。
• 绑定花旗信用卡官方微信号，进
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交兑换申
请。
4、持卡人兑换的刷卡金不可取现，不可
用于折抵年费、利息或其他各类手续
费。

1、兑换方式：绑定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
信公众号，进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
交兑换申请。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无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无

5、花旗银行将不定期推出特邀礼程兑换刷
卡金的活动，相关兑换方式和兑换标准可
能不同于上述方式/标准，以持卡人收到的
活动通知列明为准。
5、花旗银行将不定期推出特邀积分兑换刷
卡金的活动，相关兑换方式和兑换标准可
能不同于上述方式/标准，以持卡人收到的
活动通知列明为准。

4、卡人兑换的刷卡金不可取现，仅可用于
折抵持卡人已经发生的消费金额，不可用
于折抵年费、利息或其他各类花旗银行按
最新公示的费率表收取的费用。

（四）积分/花旗礼程兑换年费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2、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网站“花旗礼
赏世界”积分计划页面和微信礼赏世界积
分商城所示为准。就年费的兑换，花旗银
行将不收取任何费用。

2、兑换标准：以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
公众号中的“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所示为
准。就年费的兑换，花旗银行将不收取任
何费用。

2、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礼
程兑换为花旗礼程卡年费，兑换标准以花
旗银行网站和微信礼赏世界积分商城公布
为准。就年费的兑换，花旗银行将不收取
任何费用。

2、持卡人可申请将本人账户内的花旗礼程
兑换为花旗礼程卡年费，兑换标准以花旗
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
界积分商城”公布为准。就年费的兑换，
花旗银行将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积分/花旗礼程兑换礼品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六、
积分之兑换
（五）积分兑
换礼品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六、花旗礼程
之兑换（五）
礼品兑换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六、积分之兑
换（四）积分
兑换礼品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1、兑换方式
• 网上申请兑换：通过登录花旗银
行
网
上
银
行
www.citibank.com.cn ， 提 交 兑
换申请。
• 绑定花旗信用卡官方微信号，进
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交兑换申
请。
2、礼品信息
• （第1点）花旗银行将不时变更
兑换礼品的种类及型号，兑换礼
品信息以花旗银行网站公布为
准。
• （第3点）兑换礼品有数量限
制，先申请先得，兑完为止；兑
换项目如有兑换期限，将在积分
兑换手册、礼品目录、花旗银行
网站中特别说明，逾期即不得申
请兑换。

1、兑换方式：绑定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
信公众号，进入“礼赏世界积分商城”提
交兑换申请。

3、礼品配送
• （第3点）持卡人在申请兑换礼
品时，视为本人同意花旗银行为
礼品兑换的目的将其个人信息或
资料披露给有关礼品供应商、配

2、礼品信息
• （第1点）花旗银行将不时变更兑
换礼品的种类及型号，兑换礼品信
息以花旗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
号中的“礼赏世界积分商城”公布
为准。
• （第3点）兑换礼品有数量限制，
先申请先得，兑完为止；兑换项目
如有兑换期限，将在花旗银行信用
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界
积分商城”中特别说明，逾期即不
得申请兑换。
3、礼品配送
• （第3点）持卡人在申请兑换礼品
时，视为本人同意花旗银行为礼品
兑换的目的将其个人信息或资料
（包括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披

送商及其他与礼品兑换有关的第
三方。

露给有关礼品供应商、配送商及其
他与礼品兑换有关的第三方。

（六）积分/花旗礼程直抵消费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六、积分之兑
换（六）积分
直抵消费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3、指定积分直抵标准的商品，按照预先
设定的积分直抵标准兑换每个指定商品；
未指定积分直抵标准的商品，不同商户的
积分直抵消费金额的比例或有不同，以花
旗银行网站或者自助终端机显示的直抵比
例为准；

3、指定积分直抵标准的商品，按照预先设
定的积分直抵标准兑换每个指定商品；未
指定积分直抵标准的商品，不同商户的积
分直抵消费金额的比例或有不同，以花旗
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
界积分商城”或者自助终端机显示的直抵
比例为准。

3、指定礼程直抵标准的商品，按照预先
设定的礼程直抵标准兑换每个指定商品；
未指定礼程直抵标准的商品，不同商户的
礼程直抵消费金额的比例或有不同，以花
旗银行网站或者自助终端机显示的直抵比
例为准；

3、指定礼程直抵标准的商品，按照预先设
定的礼程直抵标准兑换每个指定商品；未
指定礼程直抵标准的商品，不同商户的礼
程直抵消费金额的比例或有不同，以花旗
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礼赏世
界积分商城”或者自助终端机显示的直抵
比例为准。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六、积分之兑
换（五）积分
直抵消费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六、花旗礼程
之兑换（六）
礼程直抵消费

条款八、修改、终止及其他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至享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花旗礼程卡
积分计划条款
及细则》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花旗银行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修改本积分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包括但
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积分计划、调整
本积分计划的合并及转赠规则、兑换标
准、兑换规则等），并于花旗银行网站公
告或领用合约规定的其他关渠道通知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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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求花旗
银行予以释明。

1、花旗银行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修改本积分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包括
但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积分计划、调
整本积分计划的合并及转赠规则、兑换标
准、兑换规则等），并于花旗银行网站公
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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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拨打客
服热线95038。
2、本积分计划的条款及细则项下其他未尽
事宜依据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及适用法
律法规执行。
1、花旗银行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修改本花旗礼程计划的条款及细则
（包括但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花旗礼

花旗银行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修改本花旗礼程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包
括但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花旗礼程计

划、调整本花旗礼程计划的合并及转赠规
则、兑换标准、兑换规则等），并于花旗
银行网站公告或领用合约规定的其他相关
渠道公告后生效，敬请持卡人留意。持卡
人如对本花旗礼程计划条款及细则有任何
疑问，可要求花旗银行予以释明。

程计划、调整本花旗礼程计划的合并及转
赠规则、兑换标准、兑换规则等），并于
花旗银行网站公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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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卡人如对本花旗礼程计划条款及细则有
任何疑问，请拨打客服热线95038。
2、本花旗礼程计划的条款及细则项下其他
未尽事宜依据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及适
用法律法规执行。

《花旗礼享卡积分极速累积奖励计划》
适用条款及细
则
《花旗礼享卡
积分极速累积
奖励计划》

现行条款

调整后条款

5. 关于积分累积及使用请参考花旗银行
网站《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花旗银行
有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修改本
奖励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延
迟或提前终止本奖励计划、调整本奖励计
划的计算方法等），并于花旗银行网站或
其他相关渠道公告后生效，敬请持卡人留
意。持卡人如对本奖励计划条款及细则有
任何疑问，可要求花旗银行予以释明。

5. 关于积分累积及使用请参考《花旗礼赏
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花旗银行有
权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修改本奖
励计划的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延迟
或提前终止本奖励计划、调整本奖励计划
的计算方法等），并于花旗银行网站公告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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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如对本奖励
计划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客服
热线95038。本奖励计划的条款及细则项下
其他未尽事宜依据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
及适用法律法规执行。

修改后的《花旗礼赏世界积分计划条款及细则》将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全文将在我行网站
（www.citibank.com.cn）上公示，请您登陆我行网站参阅。若您对我们的服务及产品有任何疑问、建议或
投诉，请拨打花旗 24 小时服务热线：95038 或 400-821-1880。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