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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毕业季掀出境小高峰

“银联专属优惠”开启 最高享 8 折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美国高校毕
业季来临，大批中国留学生家长、亲友将
赴美参加毕业典礼。记者获悉，为进一步
提升留学生家庭的赴美体验，即日起至 6
月末，银联国际推出“银联毕业季”专属优
惠活动，持卡人在纽约、洛杉矶等留学生
集中的地区可享最高 8 折专属优惠。目
前，美国几乎所有 ATM 都能用银联卡取
现，80%以上的商家可刷银联信用卡支付。

专属优惠覆盖餐饮酒
店等商户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7 门户
开放报告：国际留学生》报告显示，中国赴
美学生人数达到 35.1 万，接近美国国际学
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留美生源国中
连续 8 年位居榜首。随着本年度美国高校
“毕业季”临近，中国留学生亲属赴美“观
礼行”渐成热潮。
此次“银联毕业季”专属优惠活动以

中国游客到访最多、留学生群体集中的纽
约和洛杉矶两大城市为中心，为留学生家
庭在美观礼、旅行全过程提供最高 8 折的
专属优惠，覆盖餐饮、酒店、免税店、娱乐、
租车等领域的线上线下商户。
银联国际介绍，留学生家庭可在赴美
前登录好订网，通过银联在线支付服务预
订美国各地酒店，享 9 折优惠；在纽约、洛
杉矶一些知名餐厅刷银联卡还可享“毕业
大餐”，获免费菜品及酒饮赠送等；在洛杉
矶 South Coast Plaza、Citadel Outlet 和纽
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International Shoppes 采
购，用银联卡消费满额可获赠现金券或礼
品卡；持银联卡还可在 Hertz 及 AVIS 租车
享立减或折扣优惠。

银联卡留学服务体系
日趋完善
目前，境外超过 2300 万家商家和 164
万台 ATM 可受理银联卡，以此为依托，银

联国际也在不断完善留学生支付服务体
系，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主
要留学国家，已基本覆盖线上线下学费缴
纳、日常取现和刷卡、旅行出行消费、本地
办卡等留学生活全流程。
以美国为例，留学生和家长可以用银
联卡通过 Flywire 和 Western Union 两家学
费缴纳平台，跨境网上缴纳上千所美国学
校学费，一般 3 个工作日可到账，账户以人
民币扣款，
无货币转换费用。
教育类和生活类消费是中国留学生

花费最重要部分，银联卡在美国的受理网
络正趋于完善，目前美国几乎所有 ATM
都能用银联卡取现，80%以上的商家可刷
银联信用卡支付，覆盖留学生喜爱的百货
商场、超市和餐厅等商户。在南加州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
等 20 多所中国留学生较多的美国高校，校
内书店都可使用银联信用卡。学生也可
在 Amazon、eBay 等美国主流和大型购物
网站用银联卡在线支付，网购书籍和生活
用品等。

相关链接

在美用卡小贴士
建议携带一张银联借记卡和一张银联
信用卡，均为芯片磁条复合卡，卡号都以
“62”
开头。
美国芯片化迁移仍在进行中，
如遇在部
分商户POS终端插入芯片卡后，
系统提示刷

卡（swipe）的情况，
拔出卡片再刷一次即可。
在美国使用信用卡不用输入密码，
只需
签名验证，
境内持卡人可在出发前联系发卡
行取消交易密码，
也可用银联借记卡在装有
密码键盘的商户进行支付。

受资管新规落地影响

银行理财产品上月发行量环比降逾两成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融360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4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共发行
10849款，
环比减少 2783款，
降幅达 20.42%，
同比减少 817 款。对于减少原因，融 360 分
析认为，除季节周期性减少外，一定程度上
受资管新规影响，
“资管新规落地后，
3 天的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还不到 100 只，
而之
前一天就有几百只的发行量。
”
4月27日，
资管新规正式发布，
在融360

看来，
资管新规对银行理财市场主要有三方
面的影响：一是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
理
财产品不得保本保息，
保本理财产品将会停
售；二是资管产品要求实施净值化管理，
银
行理财产品向净值化转型；
三是要求90天以
内封闭式理财产品停止发售，
这意味着三个
月以内封闭式银行理财产品将逐渐消失。
不过，资管新规设置了三年过渡期，
在
过渡期内，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对接，

但应当严格控制在存量产品整体规模内，
并
有序压缩递减。融360透露，
目前来看，
虽然
资管新规对 90 天内的封闭式银行理财产品
以及保本理财产品作了限制，
但由于过渡期
的延长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具体细则还没落
地等原因，
目前仍有部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在销售。
数据显示，
4 月份新发行保证收益类理
财产品 937 款，环比减少 25.81%；保本浮动

类理财产品2496款，
环比减少22.36%。
此外，
从期限来看，
4月份发行的理财产
品中，
中短期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占比在下
降，长期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占比在上升。4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期限为 189 天，
同比
增长了38天，
期限明显拉长。
“随着资管新规
落地，
90 天内封闭式银行理财将被禁止，
预
计理财产品期限仍将继续拉长。
”
融360分析
称。

余额宝 T+0 赎回
额度将降至 1 万
6 月 6 日起正式实施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淑 贤）5 月 14
日，余额宝发布公告称，从 6 月 6 日 0
点开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
到账额度有所调整，从 5 万元调整到
1 万元，其他转出服务及消费等均不
受影响。
“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
到账”服务，指的是用户将余额宝对
接的货币基金份额当天赎回到银行
卡，最快可 2 小时内到账。
余额宝表示，这一调整是余额宝
与平台上的三家基金公司协商后作
出的决定，体现了余额宝小额、分散
的现金管理的本质。
5 月 4 日起，余额宝新接入博时
现金收益货币 A 和中欧滚钱宝货币
A 两只货币基金产品，连同此前对接
的天弘基金货币基金，至此，余额宝
已对接了三只货币基金。根据余额
宝公告，此次调整涉及到该三只货币
基金。
额度调整只涉及转出到银行卡
的快速到账服务。据余额宝介绍，此
次调整对 99.99%余额宝用户没有影
响。数据显示，余额宝个人用户占比
达 99%以上，投资额度在 0-1000 元的
用户占比高达 70%以上，1000-10000
元的用户比例超过 15%，而户平均持
有金额为 3329 元。
“用户如果使用普通到账，也就
是转出资金在一个交易日后到账的
服务，不存在额度限制，其他服务也
均不受任何影响。”余额宝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