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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
日益临近，而前期预热早已拉
开序幕。2016年3月1日至4
月15日期间，交通银行信用卡
客户可通过刷卡消费获取活动
参与资格，消费金额的多少将
与最终的返现额度相关联：例
如，任意有积分消费1笔，可享
最高50元刷卡金返还；有积分
消费满人民币3000元，可享
100元刷卡金返还上限；有积

分消费满人民币10000元，可
享200元刷卡金返还上限，刷
得越多省得越多。

自2012年第一季“超级
最红星期五”起，每一季都吸
引众多的客户参与，且呈逐年
急增趋势，去年全国已近200
万人参与。“超级最红星期五”
已从最初的营销品牌活动逐
渐转化为信用卡消费群体的
狂欢节，甚至慢慢地变成了一

种生活习惯，成为每年都最期
待的这一天。

2016年 4月 22日（星期
五），交通银行邀您拿上您的交
行信用卡去活动指定超市刷卡
消费吧！更多优惠等着您。温
馨提示：本活动参与活动超市
及活动条款细则以交通银行信
用卡官网公布为准。可登录交
通银行信用卡官网或致电客服
4008009888进行查询。

作为交通银行信用卡极具品牌影响力的大型刷卡优惠活动，第五季“超级最红星期五”将延续返50%刷卡金的优惠力度，4月22日在合作超市刷卡
最高可返200元，一场引爆全民的消费热潮又将来袭！

“惠”上瘾的“超级最红星期五”又来啦！

自2012年首次推出，“超级最

红星期五”已然成为消费者翘首以

盼的刷卡活动。为了更好地回馈客

户，2016年活动再度升级，让客户更

享实惠与方便。

首先，本届活动全国涵盖超市

商户超过2000家，遍布全国29个省

份的百余座城市，其中河南地区参

加此次活动的超市商户近100家，

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知名的大型超

市、卖场连锁品牌；其次，非联名卡

客户也可在卜蜂莲花、沃尔玛等原

只有联名卡客户专享的超市内参加

活动；再次，客户可以通过交通银行

信用卡买单吧APP、官方微信服务

号、信用卡官网等多种渠道，轻松方

便地进行活动注册。

指定超市购物返50% 刷得越多省得越多

卜蜂莲花 卜蜂莲花紫荆山店 郑州紫荆山路58号（商城路口）
卜蜂莲花 卜蜂莲花东环路店 郑州农业路东47号
沃尔玛 沃尔玛郑州大学路店 郑州二七区大学路与政通路交叉口新悦城2-3层
沃尔玛 沃尔玛郑州金水路店 郑州未来大道东曼哈顿广场地上第二、三层
沃尔玛 沃尔玛郑州中原西路分店 郑州中原区中原路与秦岭路交叉处万达广场地下1层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大学路店 郑州大学路与航海路交汇处西南角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航海东路店 郑州航海东路与银莺路丁字交叉西南角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航海西路店 郑州中原区桐柏路98号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经三路店 郑州金水区经三路北60号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陇海中路店 郑州陇海中路与庆丰街交叉西南角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南阳路店 郑州金水区南阳路300号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秦岭路店 郑州建设路与秦岭路交汇处西北侧100米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郑州嵩山路店 郑州二七区嵩山南路19号

河南地区参与“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的超市名单

永辉超市 永辉大学路店 二七区大学路与中原路交叉口南
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颖河路店 中原区桐柏路与颖河路交叉口向西
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中州大道店 管城区航海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永辉超市 凤凰路店 郑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南500米
永辉超市 北环路店 文化路与北环路交叉口东南角
永辉超市 三全路店 郑州市三全路与长兴路交叉口裕华广场负一楼
正道百货 正道花园超市 花园路8号
正道百货 正道中环超市花园店 花园路59号负一楼
正道百货 正道中环超市中原店 碧沙岗中街9号负一楼
正道百货 正道中环超市丰产店 经二路与丰产路交叉口
正道百货 正道思达桐南大卖场 桐柏路北路113号鑫花都市公寓1号楼
正道百货 正道思达桐北大卖场 桐柏路40号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橄榄城店 南三环与连云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锦艺城店 桐柏路与棉纺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冉屯路店 冉屯东路与五龙口南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汝河路店 汝河路与伏牛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碧波园店 交通路与保全街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经三路店 经三路与农科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天旺店 东风路与丰乐路交叉口
世纪联华 世纪联华长江路店 大学路与长江路交叉口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天明店 农业路与天明路交叉口西南角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京广店 京广南路与华中路交叉口西南角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建设店 建设路118号（建设路与桐柏路交叉口）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绿城店 中原路与兴华北街交汇处（绿城广场南侧）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宝龙店 农业路与九如路交汇处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富田店 航海路与中州大道交汇处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嵩山店 嵩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向南200米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金博大店 二七路200号新玛特购物广场地下一层
大商集团 大商超市中原新城店 陇海西路338号
新合作 新合作联购超市丰庆店 丰庆路与国基路交叉口向北1000米路东
新合作 新合作联购超市金水店 金水东路与黄河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合作 新合作生活广场祭城店 盛和街祭城农贸市场A区32号

参与“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的超市名单（非联名卡商户）

参与“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的超市清单（联名卡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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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基多 4月 18 日
电 厄瓜多尔安全协调部18日
发表公告说，该国西北部沿海
地区16日发生的7.8级地震死
亡人数已升至413人。据厄瓜
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统

计，截至目前还有231名失踪
者，估计其中大部分人仍被掩
埋在废墟中。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
说，目前没有收到华侨华人以
及中资企业人员伤亡的报告。

美国国防部官员 18 日宣
布，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200多
名军事人员，并部署8架“阿帕
奇”武装直升机，以帮助伊拉克
政府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这是美国近一年来首次向
伊拉克增兵，驻伊美军总人数将
超过4000人。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阿什
顿·卡特突访伊拉克。他在首都
巴格达会见了伊拉克领导人和美
军驻伊指挥官，讨论如何帮助伊
政府军收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占据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卡

特18日在巴格达宣布的增兵计
划是美军近一年内首次较大规
模向伊增派部队，也是美国首次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中向伊部署“阿帕奇”直升机。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8日播出的采访中，奥巴马对伊
拉克政府军夺回摩苏尔信心满
满。他预计，到年底收复摩苏尔
的形势就可以明确。

根据上述计划，驻伊美军人
数将从现在的 3870 人增加至
4087人。与以往派驻伊拉克的
美军人员基本部署在后方不同，

此次增派的美军人员绝大多数
将“嵌入”在前线的伊拉克部队
中，指导和协助伊拉克人打击

“伊斯兰国”。
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

拉克的大本营。这里是“伊斯兰
国”的经济命脉和征兵来源地。

摩苏尔市有一百多万人口，
还有大量工业设施和历史遗迹，
巷战难度大。美军方称，“伊斯
兰国”武装人员已经藏匿在城
中，并且可能到处埋设路边炸弹
和各种陷阱来阻挡进攻的军
队。 据新华社电

为端掉“伊斯兰国”老巢摩苏尔

美国增兵伊拉克
首次动用“阿帕奇”

厄瓜多尔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13人
无华侨华人伤亡报告

新华社特稿 多家媒体18
日报道，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定
于本月底开始对朝鲜进行“人
道主义访问”。

这一访问的组织方是总
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
国际和平基金会，由20名诺贝
尔奖得主赞助成立。

此次计划访朝的诺贝尔
奖得主是来自英国的理查德·
罗伯茨、挪威的芬恩·基德兰
德和以色列的阿龙·切哈诺
沃，三人分别为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和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美国媒体报道，三人定于
4月29日抵达朝鲜，5月6日
结束行程。在此期间，他们将
在包括金日成综合大学在内
的朝鲜三所名校举办讲座和
研讨会，讨论主题包括经济政
策和医学发展等。

法新社评述，在安理会近
日通过涉朝决议的背景下，这
一访问活动或招致外界批
评。对此，活动组织方当天强
调，三名诺贝尔奖得主此番将
集中就经济政策、医学发展等
话题与朝鲜年轻一代交流，访
问不涉及任何政治事务。

据新华社悉尼4月19日
电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18日确
认，曾多次在社交网站发布辱
华言论的该校澳籍华人助教吴
维（音译），就此前的行为表示道
歉，并已辞去该校助教一职。

悉尼大学金融博士生、该
校高级助教吴维，近日被指在
社交媒体多次发布辱华言论、
诋毁中国留学生并焚烧中国
护照，此事引起当地及中国国
内舆论关注，也遭到了当地中

国留学生及华人的抗议。事
件一经报道，校方高度关注，
并表示将于19日公布调查结
果。18日下午，悉尼大学向外
界表示，涉事助教已向大学提
交辞职信，并就其不当言论表
示道歉。

据了解，吴维原籍中国，
为悉尼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在
读博士生，于2013年获得澳
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2015年
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发表辱华言论、焚烧中国护照引发抗议

悉尼大学澳籍华人助教道歉并辞职

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将访问朝鲜图为已部署在伊拉克的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18日说，“阿帕奇”可以“十分迅速和有
力地对变化中的战场态势作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