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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海淘新发现 2018-2019※

※Visa海淘新发现手册的优惠活动到2019年9月30日为止有效。   

购物/Shopping

Gymboree

https://www.gymboree.com

八五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八五折优惠。
金宝贝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有效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0月1日00:01至美国东部时
间2019年9月30日23:59。本优惠仅适用于购买商品，不适用于邮费、税金、礼品卡以及礼品包装费用、
店内手机购物以及捐赠。不适用于之前的消费，也不适用于今后的价格调整使用(如退换货之后再次购
入等，不可再次使用)。不适用于第三方以及合作品牌的商品。不可兑换现金及现金等值物品。不可与其
他优惠、促销、减价、以及金宝贝集团员工优惠等一同使用。优惠丢失或被盗金宝贝恕不负责。优惠内
容可能会在未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查看条款与细则详情请至gymboree.com。

在金宝贝的童装始于1986年，在长期积累的经验中，我们发现父母想要让孩子穿
得舒服穿得开心。无论是宝宝迈出第一步时，牙牙学语的生日派对时，还是接下
来的每一刻。这也是我们为何如此重视服装的质感和舒适度的原因。许多我们的
员工也已为人父母，我们喜欢我们制作的产品，从为女孩们打造的有趣连衣裙和
连身衣，到为男孩们打造的柔软T恤和上衣，以及最舒适的新生儿必需品。您可以
在我们的促销活动时轻松为他们储备好一切。孩子们激励着我们，而我们希望我
们的服装能激励你。金宝贝的服装非常适合混搭，也可以帮助孩子们早早地更好
认识自我。孩子们衣服穿得开心了，一切皆有可能。

欲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FQY3HPP1VLSWWS3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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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Shopping

Luisaviaroma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相应优惠码VISA10或VISA12
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九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超过300欧元，并输入优惠码VISA10，
即享九折优惠。

八八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超过500欧元，并输入优惠码VISA12，
即享八八折优惠。

Luisaviaroma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不适用于折扣
商品，不适用于珠宝及表类商品。不可与其他优惠一同
使用。以下品牌不适用本优惠，Gucci、Givenchy、Mon
cler、Balenciaga和Stone Island。

LUISAVIAROMA.COM是顶尖时尚奢侈品电商，每月有近5百
万浏览量和全球运送。在线商城不仅出售一线时尚奢侈品牌如
Alexander McQueen(亚历山大 麦昆)，Balmain(巴尔曼)，
Chloé(珂洛艾伊)，Dior(迪奥)，Dsquared(D二次方)，Dolce & 
Gabbana(杜嘉班纳)，Givenchy(纪梵希)，Lanvin(朗雯)，
Rick Owens(瑞克•欧文斯)，Roberto Cavalli(罗伯特•卡沃
利)，Saint Laurent(圣罗兰)...的服装、鞋帽和配饰的佳作，还有
像Peter Pilotto(彼得•皮洛托)，Mary Katrantzou(玛丽•卡特
兰佐)，Alexander Wang(亚历山大•王)，Charlotte Olympia
(夏洛特•奥林匹亚)，Gareth Pugh(加勒斯•普)，
Anthony Vaccarello(安东尼•瓦卡莱洛)等等众多前卫创意的
设计师们的潮流单品。作为以上所有品牌的指定零售在线商
城，LUISAVIAROMA保证出售的每一件货品均属正货。

https://www.luisaviaroma.com/

https://www.carminashoemaker.com/chi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10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九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九折优惠。

Carmina Shoemaker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来源于西班牙马略卡岛的手工皮鞋由世界顶级
工艺-固特异工艺打造而成的鞋履。以经典欧洲英
伦风格为模型的牛津鞋，德比鞋等一系列经典鞋
靴。CARMINA鞋匠们将他们丰富的制鞋经验、时尚
灵感以及个性化元素融入到每一双鞋。

购物/Shopping

Carmina Shoemaker

购物/Shopping

Farfetch
免邮费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超过2500人民币，可享免邮费优惠。

Farfetch是个汇集全球高端品牌的时尚购物平台。从东
京到多伦多，米兰到迈阿密，来自全球各个时尚领域的
潮流领衔品牌与买手店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国
际奢尚品牌，还是独立新锐设计师，所有独具风格的最
新品牌正品都齐聚在此，是您寻找理想单品的宝藏地。 

1.活动时间：优惠代码有效期间为北京时间2018年10月1日上午
9:00点起至9月30日晚上23:00截止。

2.活动期间内, 参与活动的持卡人可于Farfetch中国网站(www.
Farfetch.cn)或下载Farfetch APP 亦或在Farfetch微信商城
(ID：Farfetch_CN)注册用户，符合本次优惠活动的消费门槛，并
在结算页面输入优惠代码，即可享受优惠。本优惠适用于全价商
品，但仅限于指定品牌，且不可用于Farfetch网站同款商品的退换
货需求，即发生退(换)货不予返还(使用)优惠。

3.除特别注明外，本活动不可与其他Farfetch活动优惠代码同时间
使用，不可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优惠。本活动条款与细则未尽事
宜，仍同时受Farfetch中国网站的优惠代码的条款限制。

4.有关Farfetch中国网站，Farfetch APP，或 Farfetch微信商城上
的商品查询、配送等相关事宜，请咨询Farfetch中国客服热线电
话：4001209300或+862180360446，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北
京时间08:00-20:00；周六及节假日，北京时间09:00-18:00。

5.活动期间有任何虚假交易、违法交易、不正常交易等情况，或者
支付账户状态不良或不正常的，珐菲琦(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有权取消其参加本活动的资格。一旦发现订单不符合优惠条件(如
欺诈、欺骗性行为或不正当行为、非法活动等)，珐菲琦(上海)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有权从账户追收等同于促销折扣的金额。

6.活动名额限前1,200名持卡人参与。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每位
Farfetch用户/每优惠代码限享受一次。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SCNAW18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优惠码VSCNAW18有效期: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https://www.farfet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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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10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CHINA5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G9F12NNY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https://www.halcyondays.co.uk/

https://www.bienmanger.com/

https://www.kidsroom.de/

Halcyon Days

BienManger

Kidsroom.de

九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即享九折优惠。
本优惠活动与其他促销、减价和特别优惠活动不可一同使用。本优
惠活动不适用于任何年度以及限定版搪瓷盒系列。Halcyon Days
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作为搪瓷艺术的守护者，Halcyon Days 品牌忠于传
统并以其精炼技术和工艺著称，高度熟练的工匠和艺
术大师组成的团队，源自产业发源地的手工制作，使
每一件产出都成为艺术结晶。作为拥有全部三个皇家
认证的艺术品供应商，绘时光以其奢华的礼品和时尚
的配饰见证着最精湛的英国手工艺。

减免5欧元
使用Visa卡消费满50欧元，即享减免5欧元优惠。
本优惠活动与其他优惠活动不可一同使用。使用有效Visa卡在官网
www.bienmanger.com购物满50欧元（不含运费），可享首单立
减5欧元优惠。BienManger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法国BienManger彼洋美食网是一家专业经营法
式佐料以及精选礼品美食的网站。它成立于1999
年，位于法国西南部农业大省 Lozère。随着业务扩
张，2009年把仓库规模扩充一倍，并于2015年再次
建立新仓库。在扩大了品类和产品线的同时，也确保
了强有力的上游供应链，能够将美味食品从生产地
第一时间直采入仓，同时将消费者的订单第一时间从
仓库送出。

九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超过150欧元，即享九折优惠。

Kidsroom.de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Kidsroom.de是德国最大的婴幼儿用品网上零售商
之一，有超过20,000种儿童和婴儿产品。公司创立于
2000年，在婴幼儿产品领域拥有超过18年的经验，为
您提供0-6岁儿童所需的必备用品。主要商品种类涉
及儿童安全座椅、婴儿提篮、儿童推车、楼梯护栏以
及其他儿童商品。

黑色星期五特别优惠

全部商品可享八折优惠
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20.
本优惠活动有效期限为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20日。折扣不可
累计。

黑色星期五特别优惠

订购满90欧元即可减免10欧元
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输入优惠码BFCHINA10.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20日期间且消费
超过90欧元（不含运费）的首次订购。折扣不可累计。

订购满200欧元即可减免25欧元
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输入优惠码BFCHINA25.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20日期间且消费

超过200欧元（不含运费）的首次订购。折扣不可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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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Kirna Zabête

Fivestory New York

Taylor

https://www.KirnaZabete.com

https://fivestoryny.com/

https://www.taylorboutique.co.nz/shop.html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10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CE15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九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九折优惠。

Kirna Zabete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仅适用于全价商
品，不适用于折扣商品及过往订单。本优惠不可兑换现金，不可与
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Kirna Zabête是一家女性奢侈时装概念店，在美国拥有
4个精品店（分别位于纽约苏荷区、纽约东汉普顿、宾夕
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和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该店同时还
设有一个全球性网上商城。Kirna Zabête始创于1999
年，创始人为两个大学好友，如今商店为贝丝·博西尼所
有。她亲自挑选每件商品，旨在为走进商店大门的每位
顾客带来灵感。商店环境热情友好，提供当今和未来最
重要设计师的最佳作品，其中不乏Gucci、Chloé、Saint 
Laurent、O�-White、Loewe等品牌。

九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九折优惠。

Kirna Zabête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仅适用于全价商
品，不适用于折扣商品及过往订单。本优惠不可兑换现金，不可与
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Kirna Zabête是一家女性奢侈时装概念店，在美国拥有
4个精品店（分别位于纽约苏荷区、纽约东汉普顿、宾夕
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和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该店同时还
设有一个全球性网上商城。Kirna Zabête始创于1999
年，创始人为两个大学好友，如今商店为贝丝·博西尼所
有。她亲自挑选每件商品，旨在为走进商店大门的每位
顾客带来灵感。商店环境热情友好，提供当今和未来最
重要设计师的最佳作品，其中不乏Gucci、Chloé、Saint 
Laurent、O�-White、Loewe等品牌。

八五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八五折优惠。

Fivestory New York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仅适用于全
价商品，不适用于折扣商品及过往订单。本优惠不可兑换现金，不
可与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Fivestory New York是纽约城上东区的一家精
心策展的奢华生活精品店。这里为女士提供来自
Rosie Assoulin、Alexander Wang和Danse Lente
等新锐设计师的新款包包，同时也有Alexander 
McQueen、Giambattista Valli和Balenciaga等老牌
设计师设计的太阳镜。精品店位于一座华丽的19世纪
联排别墅中，经过巧妙布置，在醒目位置展示了各种
门类的商品(服装、鞋履、手包和珠宝)。

黑色星期五特别优惠

全部正价商品可享八五折优惠
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BLACKFRIDAY.
本优惠活动有效期限为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20日。折扣不可累计。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CH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八五折优惠
凡消费满399新西兰元及以上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享
八五折优惠。

Taylor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不适用于折扣商品，不可与其他
优惠一同使用。

Taylor作为新西兰的时尚领导品牌，其时装中孕育了
个人创意及大胆的试验精神。兼具优雅与时尚，taylor
的時裝仅在新西兰以最精细的技术设计与生产，而其
面料更选购自全球数家最佳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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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The Shelter

TravelPharm

Janie and Jack

https://www.theshelteronline.com/

http://travelpharm.co.nz/

https://www.janieandjack.com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CH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至 
https://m.travelpharm.co.nz/store/travelpharm/index.php/product-details/626 
在线购买，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KBT18JKH15FP4X9并使用有效

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八五折优惠
凡消费满399新西兰元及以上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享
八五折优惠。

The Shelter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不适用于折扣商品，不可与
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The  Shelter是一家线上时尚奢侈商铺，精选新西兰
及国外新锐品牌。以日常生活的“庇护所”远离世俗
纷杂为概念，给设计师、思想者以及艺术家以宾至如
归的空间激发其灵感从而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Egmont麦卢卡蜂蜜买一赠一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Egmont麦卢卡蜂蜜50+（500g装），买
一赠一。

TravelPharm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库存有限，送完即止，望
周知。

TravelPharm是一家新西兰家族企业，致力于提供
保健品以及天然有机护肤商品。超过20年以来，我们
承诺向消费者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当攸关身体与
健康，我们深知您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而我们亦是
如此。TravelPharm销售的主要商品由新西兰当地生
产以及纯天然有机成分制造。TravelPharm集团旗
下拥有Beecology、TravelPharm、Premium New 
Zealand和Premium Manuka零售商店。

九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九折优惠。

Janie and Jack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有效时间为美
国东部时间2018年10月1日00:01至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9月30日
23:59。本优惠仅适用于购买商品，不适用于邮费、税金、礼品卡以
及礼品包装费用、店内手机购物以及捐赠。不适用于之前的消费，
也不适用于今后的价格调整使用(如退换货之后再次购入等，不可
再次使用)。不适用于第三方以及合作品牌的商品。不可兑换现金及
现金等值物品。不可与其他优惠、促销、减价、以及金宝贝集团员工
优惠等一同使用。优惠丢失或被盗Janie and Jack恕不负责。优惠
内容可能会在未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查看条款与细则详情请
至janieandjack.com。

欢迎来到Janie and Jack的鼓舞人心的世界。从甜蜜
时刻到特殊场合，我们将经典款式和儿童配饰打造出
现代感。我们设计女童和女婴装有着醒目的印花和最
漂亮的细节。而男童和男婴服装，我们的设计非常迷
人且合体的剪裁会彰显帅气。对于新生宝贝的用品，
我们更是非常注重使用最柔软的面料和制作工艺。我
们还提供可爱的婴儿礼品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生命。
记得在我们促销的时候带回您想要的全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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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Shopping

Crazy 8

Ruby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15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Z5CQLLQ1B6QZCFL并使用有

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八五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八五折优惠。

RUBY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不适用于折扣商品，不可与其他
优惠一同使用。

新西兰品牌RUBY的设计以能自然地体现出青春的
优雅和勇于冒险的魅力最为人熟悉和喜爱，在设计
师Deanna Didovich的引领下，令客户也陶醉之中，
成为新西兰最令人为之沸腾的品牌之一。RUBY的美
学风格巧妙地运用了别致的印花、清新的色调和细
节，玩味中带有保证，打造让人一眼认出的RUBY招
牌作品。

八五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正价商品八五折优惠。

Crazy 8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有效时间为美国东部时
间2018年10月1日00:01至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9月30日23:59。本优
惠仅适用于购买商品，不适用于邮费、税金、礼品卡以及礼品包装费
用、店内手机购物以及捐赠。不适用于之前的消费，也不适用于今后
的价格调整使用(如退换货之后再次购入等，不可再次使用)。不适用
于第三方以及合作品牌的商品。不可兑换现金及现金等值物品。不
可与其他优惠、促销、减价、以及金宝贝集团员工优惠等一同使用。
优惠丢失或被盗Crazy 8恕不负责。优惠内容可能会在未来有变更，
恕不另行通知。查看条款与细则详情请至crazy8.com。

一起成为穿疯狂的8的孩子吧！用在我们这里买到的
男女童装，配件和鞋子让孩子混搭出属于他们自己的
炫酷风格。从6个月的孩子的服装到XL尺寸，从儿童正
装到运动装从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优惠范围
和幅度也非常喜人，从幼儿的日常服装到大孩子的特
殊场合服装应有尽有。我们也提供潮流童装的优惠，
您可以在这里花小价钱买到大优惠！

https://www.rubynz.com/

https://www.crazy8.com

购物/Shopping

Unineed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VISA10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九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即可享受九折优惠。

Unineed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不适用于折扣商品，不可与其
他优惠一同使用。本优惠不可用于购买飞利浦品牌的商品。

Unineed是一家美容，时尚和生活方式在线零售商，
自2011年开始运营，拥有来自250个国际知名品牌的
12,000多种产品。我们是一群美容创意的倡导者，对
行业充满热情，致力于保持领先潮流，提供独特的个
性化服务而不仅仅是销售产品。在过去的六年中，我
们努力了解新的趋势及顾客的需求，每天都在努力扩
大我们的产品范围和专业知识。

https://www.unine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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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细则

服务条款与细则
●Visa海淘新发现优惠活动到2019年9月30日为止有效。

●该优惠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所有Visa卡。

●欲兑换优惠，需在购物时输入商户要求提供的折扣代码，并使用

有效Visa卡进行在线支付。

●没有优惠信息将无法兑换优惠奖励。

●除非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指出，本优惠活动与其他促销、减价和特

别优惠活动不可一同使用。

●优惠内容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商品。

●优惠活动仅可在手册上明文列出的在线店铺中使用。

●持卡人在本手册中的优惠商户消费时，每人每次仅限享用一次优

惠。各提供优惠的商户对其优惠活动和服务负有全部的责任。

●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希望获得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商户。

●服务条款及条件根据各个商户而不同。请在参加优惠活动之前仔

细阅读具体商户的条款条件。

●本优惠涉及的货品、服务及信息均由相应参与商户直接出售及提

供给客户，于此有关的责任与义务由相应参与商户全权承担。

●如有任何争议，Visa与相应参与商户保留最终决定权。

●消费后，请收好您的Visa卡收据。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据作为消费

证明或投诉依据。

●Visa 对优惠使用的赔偿不负任何责任。

●手册中的信息均为基于2018年9月的信息，未来有可能发生变化。

优惠活动和服务可能变更或者中断，恕不提前通知。

●除非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支出，本优惠不适用于运费。

●除非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指出，所有优惠都不包括税金和服务费。

优惠
●在购物时需要提供优惠信息。

●根据库存的状况，礼物可能有变更。

●优惠券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购物/Shopping

Angry Lane

享受优惠，请在付款时输入相应优惠码VISA15或VISA20并使用有

效Visa卡支付。

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八五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超过450美元，并输入优惠码VISA15，即享八
五折优惠。

八折优惠
使用Visa卡消费超过600美元，并输入优惠码VISA20，即享八折优惠。

Angry Lane拥有此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适用于除稀有品、
复古品&收藏品、限定版以及私人定制商品(匠人基于顾客要求手工
制作，非库存成品)以外的所有其他商品。优惠不可与其他减价、促
销以及优惠并用。不适用于已在优惠中的商品。定制须提供中国大
陆、台湾、澳门或香港的可送达地址。Angry Lane网站的条款与细
则额适用。店铺完整条款与细则请至主页查看。

Angry Lane使用奢华的高品质材料和制作工艺，为
男士和女士设计经典的皮夹克。您可在我们的官方
生活方式品牌店购买衣橱必备品，皮具，配饰和稀有
品牌。定制摩托车是我们DNA的一部分。是我们所爱
的，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https://www.angryla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