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

購物/Shopping

莫斯科/Moscow

斯維特諾伊中央市場
Tsvetnoy Central Market
指定品牌低至9折優惠

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享指定品牌低至9 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скидку до 10%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бренды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享Rive Gauche商品7折優惠

Rive Gauche店內優惠商品列表

及詳情見底部條款細則
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享Rive Gauche的指定商品7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30% скидку на ряд товаров в РивГош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й картой Visa.

Tsvetnoy Central Market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優惠不可與其他促銷、活動、減價等並用。優惠
內容可能變更恕不提前通知。使用規定限製或有變，詳情請諮詢工作人員。請至以下網頁查看
適用優惠的品牌及其折扣https://bit.ly/2OCPTQs。該網頁請在到達俄羅斯之後訪問。
Универмаг «Цветной» нес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да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кидки по специальны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 и карте лояльности не суммируются.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гут быть изменены без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го уведомления. Подроб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уточняйте
у консультантов, поскольку мог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 полным перечнем брендов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можно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по ссылке https://bit.ly/2OCPTQs. Страниц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доступна после вашего прибытия в Россию.

在斯維特諾伊中央市場，您可以找到各種國際和當地品牌。將大型時裝公司與獨
立街頭品牌結合，使斯維特諾伊中央市場成為莫斯科零售業的獨特存在。在這裡，
各種化妝品和獨特香水品牌數不勝數，其中不乏Chanel，Dior 和Giorgio Armani
等頂級品牌，您還能在這裡找到來自Kiehl's、Cosmotheca和La Mer，以及俄羅
斯最大化妝品店之一的Rive Gauche的最佳護膚產品。
Универмаг «Цветной» - э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самых вдохновляющ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местных брендов. Именно сочетание больших модных домов и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уличных
брендов делает Универмаг уникальным местом на карте моссковского ритейла. В
«Цветном» Вы также найдете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больших косметических и парфюмерных
магазинов России – «РИВ ГОШ».
Visa發現俄羅斯優惠活動到2020年 4月30日為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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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服務台(Information Desk)出示本優惠、您的護照及有效Visa卡領取您的專屬折扣卡，並在
購買付款時出示此折扣卡且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以享受折扣優惠。折扣卡有效期為3天。
Предъявите эт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паспортом и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на стойке информации,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дисконтную карту.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скидки предъявите дисконтную карту
в момент совершения покупки и оплаты картой VISA. Дисконтная карт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а в
течение 3-х дней.

Tsvetnoy bul'var 地鐵站旁
Tsvetnoy Central Market, 15 bldg 1
Tsvetnoy blvd., Moscow, Russia, 127051
+7-495-737-77-73
http://www.tsvetnoy.com/
週一至週六10:00-22:00，週日11:00-22:00

Универмаг «Цветной» располаг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здании от станции метро «Цветной бульвар»,
Россия, г. Москва, Цветной бульвар дом 15, стр.
1, 127051
+7-495-737-77-73
http://www.tsvetnoy.com/
Понедельник-суббота 10:00-22:00, воскресенье
11:00-22:00.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購物/Shopping

莫斯科/Moscow

Smolensky Passage
指定品牌低至8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指定品牌低至8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скидку до 20%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бренды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Smolensky Passag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折扣幅度因品牌而
異。欲知全部折扣詳情，請諮詢工作人員。

Smolensky Passage位於莫斯科文化、金融和歷史中
心，是一家別具一格且環境優雅的百貨商場。商場擁
有眾多來自著名設計師的知名品牌產品，為顧客提供
名副其實的奢華購物體驗。您也可以在這裡找到時尚
服飾鞋履、著名珠寶品牌、獨家香水，以及頂級品質
的各種配飾。

參與品牌列表及優惠詳見底部條款細則。

Smolenskaya車站步行 6分鐘
Smolenskaya Square, 3, Moscow, Russia, 121099
+7-495-937-80-05
http://www.smolenskiy.ru/
週一至週日10:00-22:00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購物/Shopping

莫斯科/Moscow

Aizel
消費9折優惠+歡迎飲品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消費9折優惠並可獲贈免費歡迎飲
品一份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се покупки и бесплатный приветственный
напиток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Teatralnaya地鐵站步行5分鐘
Pereulok Stoleshnikov, 10/3, Moscow, Russia, 125009
+7-495-730-57-52 +7-495-629-95-01
https://aizel.ru/
週一至週六 11:00-22:00，週日 12:00-22:00

Aizel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折扣金額上限5萬盧布。

Aizel是一家位於莫斯科歷史中心的主購物街
Pereulok Stolechnikov的品牌概念店，佔地約
600平方米。Aizel出售各種奢侈品牌商品，其中
包括Gucci、Balenciaga、Loewe、No.21和Junya
Watanabe。工作人員熱情友好，致力於提供最高水
準的客戶服務。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購物/Shopping

莫斯科/Moscow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Black Caviar
所有消費95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費，享所有消費9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5% скидку на все покупки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AMSAR Fishing Company Trading Hous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AMSAR Fishing Company Trading House推出的
Caspian Black Caviar，是來自里海的最高品質俄羅
斯國產品。公司擁有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並結合多年的
傳統和經驗，使這裡全年都能生產出高檔的天然鱘魚
子醬。公司在莫斯科擁有三家店面，聖彼得堡擁有兩
家，方便您選購著名的俄羅斯魚子醬。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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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sartrade.ru/en/
info@amsartrade.ru
莫斯科:

Tverskaya St, 4, Moscow, Russia,
125009
Dorogomilovsky Market,
343 C, Ulitsa Mozhayskiy
Val, 10, Moscow, Russia,
121151
Depo, Lesnaya, 20-3,
Moscow, Russia, 125047
+ 7-985-239-50-09
聖彼得堡:

12, Voznesensky Ave, St.
Petersburg, Russia, 190000
B.G. Dvor, Nevsky, 35, St.
Petersburg, Russia, 191186
+7-812-676-01-00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體驗/Activity

莫斯科/Moscow

俄羅斯印象派博物館

Museum of Russian Impressionism
博物館門票75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博物館門票7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25% скидку на вход в музей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時出示本
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Museum of Russian Impressionism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人
每卡僅限享受一次折扣優惠。

俄羅斯印象派博物館位於莫斯科市中心，是一座現代
藝術博物館。這裡曾是布爾什維克糖果廠的麵粉和糖
果倉庫。博物館藏有如Valentin Serov、Konstantin
Korovin、Boris Kustodiev、Igor Grabar等許多俄羅
斯印象派畫家的作品。
Belorussky 地鐵站步行17分鐘
15, bld 11, Leningradsky prospekt, Moscow, Russia
+7-495-145-75-55
開館時間：週三週四12:00-21:00，週五至週二11:00-20:00
http://www.rusimp.su/en/about
hello@rusimp.org

體驗/Activity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

Moscow Museum of Modern Art

照片所有權歸MMOMA所有

MMOMA: 25 Petrovka Street (Chekhovskaya或Tverskaya地鐵站)
MMOMA: 10 Gogolevsky Boulevard (Kropotkinskaya地鐵站)
MMOMA: 9 Tverskoy Boulevard (Tverskaya地鐵站)
MMOMA Education Center: 17 Ermolaevsky Lane
(Mayakovskaya或Barrikadnaya地鐵站)
MMOMA: 15 Bolshaya Gruzinskaya
(Barrikadnaya或Krasnopresnenskaya地鐵站)
Vadim Sidur Museum: 37A Novogireevskaya Street (Perovo地鐵站)
The Museum-Studio of Dmitry Nalbandyan: 8/2 Tverskaya
Street, Code 31, 9th Floor,穿過Tverskoy proyezd拱門即可進入
(Chekhovskaya或Pushkinskaya或Tverskaya地鐵站)
+7-495-690-68-70
http://www.mmoma.ru/en/
週二至週日12:00-21:00，週一休館

博物館聯票+咖啡廳+
書店消費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MMOMA)
聯票9折優惠，以及兩家博物館咖啡廳和MMOMA兩家書店
消費9折優惠
Сэкономьте 10% на единых билетах ММОМА, в музейных кафе и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ММОМА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MMOMA)於1999年開館，專
注於20世紀和21世紀的藝術作品，目前在城市歷史中
心設有共七處場館。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在莫斯科
藝術界扮演著重要角色，目前在俄羅斯國內外舉辦的
項目多達80 個。

Moscow Museum of Modern Art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可使用
聯票於一天內自由進入所有7個MMOMA 場館。
優惠適用於地址位於17 Ermolaevsky Lane的MMOMA咖啡廳和
MMOMA Art Bookshop at Ermolaevsky藝術書店，以及地址位於
25 Petrovka Street的博物館咖啡廳MART 和MMOMA藝術書店。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買門票 /入座咖啡廳 /書店付款時出示本優
惠及您的有效證件，並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如遇博物館及咖
啡廳舉辦特別活動，本優惠不適用。請至以下網頁查看活動日
程http://www.mmoma.ru/en/events/。
售票處窗口將於閉館前30 分鐘關閉。每月第三個週日，博物
館入館免票。

照片所有權歸MMOMA所有

體驗/Activity

莫斯科/Moscow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City Sightseeing Russia觀光巴士
City Sightseeing Russia

Hop-On Hop-Off 觀光巴士票
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Hop-On Hop-Off 觀光巴士票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автобусные экскурсии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City Sightseeing Russi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本優惠適用於1日
票、2日票和3日票。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有很多景點值得探索，就讓City
Sightseeing Russia觀光巴士成為您的嚮導！隨車您
可沿路欣賞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築物，您也可以隨時下
車，去一睹紅場聖瓦西里大教堂、阿爾巴特廣場聖鮑
里斯和格列布大教堂以及莫霍瓦亞大街的亞歷山大
公園的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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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時向乘務員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運營時間：每天10:00-18:00
+44-(0)-1789-299-123
http://city-sightseeing.ru/moscow
http://city-sightseeing.ru/st-petersburg
莫斯科：

1號線(每隔15-20分鐘發車)，始發站為Bolotnaya廣場、
劇院廣場和紅場
2號線(每隔40-60 分鐘發車)，始發站為Bolotnaya廣場
和Arbatskaya廣場
查看完整站點列表請至https://city-sightseeing.com/
en/104/moscow/117/hop-on-hop-oﬀ-moscow

聖彼得堡： 1號線(每隔20-30 分鐘發車)，始發站為聖以撒大教堂
查看完整站點列表請至https://city-sightseeing.com/

en/105/st-petersburg/123/hop-on-hop-oﬀ-stpetersburg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體驗/Activity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摩天大樓博物館
Moscow City Museum
博物館門票9折優惠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時出
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
卡付款。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博物館門票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ход в музей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Moscow City Museum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莫斯科城市博物館是第一家記錄了莫斯科城市發展
歷程的博物館。在這裡，您將見證莫斯科城的發展歷
程，以及這座首都高聳入雲的建築是如何改變了城市
面貌。博物館位於莫斯科商業區建築的56層，距離地
面200米，可將莫斯科絕美全景盡收眼底。
Delovoy tsentr 地鐵站步行3分鐘
Presnenskaya Emb., 6/2, Moscow, Russia
+7-495-324-27-34
http://museum.citymoscow.ru/
週一 16:00-22:00，週二至週日 10:00-22:00

體驗/Activity

莫斯科/Moscow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老蘇聯遊戲機博物館

The Museum of Soviet Arcade Machines

博物館門票8折優惠+免費蘇打水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博物館門票8折優惠及免費蘇打水
一瓶
Получите 20% скидку на вход в музей и бесплатный газированный
напиток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The Museum of Soviet Arcade Machines對本優惠全權負
責。每客僅限獲贈一瓶蘇打水。

老蘇聯遊戲機博物館是一個充滿懷舊和樂趣的地方，
目前已收集到60多款前蘇聯的複古街機，是一處非
常獨特的旅遊勝地。您會在入場時獲得用以運行遊戲
的蘇維埃硬幣，館內另有可預約的導遊講解。您還可
以在這裡找到罕見的蘇維埃紀念品和伴手禮。您和家
人定會在這裡度過一段愉快的光。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http://www.15kop.ru/en/

0rub@15kop.ru

週一至週日11:00-21:00
莫斯科： Ulitsa Kuznetskiy Most, 12, Moscow, Russia, 107031
+7-495-628-45-15
週一至週日11:00-20:00
聖彼得堡： Konyushennaya sq., 2b Saint-Peterburg, Russia, 191186
+7-812-740-02-40

餐廳/Dining

莫斯科/Moscow

Restaurant Ruski
餐廳消費超5000盧布享總單8折優惠、
免費獲贈派一個及觀景台5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費超過5000盧布，可享餐廳總單8折優惠，
並可獲贈派品一個，以及High Port 354 觀景台門票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20% скидку на весь счет и бесплатный пирожок +
получите 50% скидку на посещение смотровой площадки High Port
354 при заказе от 5000 рублей 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Restaurant Ruski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人消費超5000盧布
可享一次餐廳折扣、一份派以及一次觀景台入場券優惠。

Restaurant Ruski餐廳位於OKO摩天大樓85層，
是歐洲最高的餐廳，擁有無與倫比的城市美景。
您可以到Ruski的冰吧和俄羅斯暖爐探索俄羅斯
的傳統，並從海拔354米的歐洲最高開放式觀景
台ーHigh Port 354 觀景台拍攝整個首都，記得
用#ONLYLOVEISABOVE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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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享受餐廳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
款。欲享受High Port 354 觀景台入場券優惠，請向觀景台前
台出示餐廳消費小票，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Delovoy tsentr 地鐵站步行11分鐘或Mezhdunarodnaya地鐵
站步行1分鐘
1st Krasnogvardeyskiy proezd, 21 Bldg 2. OKO Skyscraper,
Moscow, Russia, 123317
+7-495-7777-111
http://ruski.354group.com/en/
週五六12:00-次日2:00 ，週日至週四12:00-00:00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餐廳/Dining

莫斯科/Moscow

Ladurée Moscow
早午晚餐餐品8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Ladurée餐廳Nikolskaya街店的早午
晚餐餐品8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20% скидку на завтраки, обеды и ужины в ресторане
Ladurée на Никольской улице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Teatralnaya地鐵站步行2分鐘
Nikolskaya Street, 5/1 bld.3, Moscow, Russia, 109012
+7-499-678-0880
http://laduree-russia.ru/cn
週日至週四 9:30-22:00，週五六 9:30-次日2:00

Ladurée Moscow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Ladurée Moscow餐廳位近紅場和Nikolskaya街的
古姆百貨商場，擁有3間優雅的餐室，可容納多達100
位客人。餐廳供應早午晚餐，提供馬卡龍、糕點、麵包
和精美佳餚，並提供各式餐品外賣。
欲享受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餐廳/Dining

莫斯科/Moscow

Brasserie Most
9折優惠+免費獲贈俄式鬆餅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全單9折優惠並可免費獲贈俄式鬆
餅一盤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есь счет и бесплатную порцию русских
блинов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Brasserie Most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桌限獲贈一盤俄式鬆餅。

來自法國波爾多的著名廚師Jean-Luke Molle將法國
食譜與俄羅斯食材相結合，創造出融合了獨特風味的
傳統菜餚。餐廳特色菜使用來自羅斯托夫州的鴨肉、
來自卡爾梅克的美利奴羊肉及來自卡拉恰伊－切爾克
斯的鵝肝等製作。Brasserie Most餐廳帶您踏上法國
美食之旅。

Kuznetsky Most 地鐵站步行 6分鐘
Kuznetsky Most, 6/3, Moscow, Russia, 125009
+7-495-660-07-06
http://brasseriemost.ru/
週一至週五 8:00-00:00，週六日 9:00-00:00

欲享受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推薦提前預約，預約請至以下網頁http://brasseriemost.ru/。

餐廳/Dining

莫斯科/Moscow

Luch Bar
享受9折優惠+免費茶水一壺
使用有效Visa卡消費，即可享全單9折優惠並可免費獲贈茶
水一壺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есь счет и бесплатный чайник чая на стол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Luch Bar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必須提前預約。

早在2008年，一個創意團隊將莫斯科的一座舊廠
房“Luch / Elektrosvet ”工廠(俄語“光線 /電燈
光”) 改造成一個繁忙大都市內獨特的社交空間。如
今，Luch酒吧以其傳奇的雞尾酒和健康的飲食而聞名
於世，同時也擁有莫斯科最長吧台。
欲享受優惠，請於預約時提及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預約請至以下網頁https://barluch.ru/en/或致電+7-495287-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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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nzenskaya地鐵站步行15分鐘
Bol'shaya Pirogovskaya Ulitsa, 27, Moscow, Russia, 119435
+7-495-287-00-22
https://barluch.ru/en/
週一至週日12:00-次日6:00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餐廳/Dining

莫斯科/Moscow

Nikita
9折優惠+獲贈免費cherry
tincture酒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享在主餐廳的所有餐品以及酒水
單上飲品（bar and wine list）9折優惠，並可獲贈免費cherry
tincture酒一杯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се заказы в главном ресторане, баре и
по винной карте и бесплатную вишневую настойку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Nikit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客限獲贈一杯cherry tincture。

欲享受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Bol'shaya Nikitskaya Ulitsa, 60/2, Moscow, Russia, 121069
+7-495-799-55-90
https://nikita.rest/ch/
週一至週日12:00-00:00

尼基塔餐廳位於大尼基塔街，在這裡你可以體驗19
世紀的莫斯科風情和傳統的俄式菜餚。餐廳曾是一處
20世紀初官邸的舊址，可容納多達150位客人，是舉
辦各種宴會的理想場所。5月至10月期間，客人還可
在能容納多達60人的露台享受這傳統俄羅斯貴族豪
宅的優雅和品味。

飯店/Accommodation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大都會飯店

Metropol Hotel Moscow
享最優房價、客房服務以及
Chaliapin Bar酒吧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享最優房價9折優惠，以及客房服
務、Chaliapin Bar 消費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лучше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номеров и покупки в баре «Шаляпин»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俄羅斯傳統茶道85折優惠
Revolution Square地鐵站步行5分鐘
2 Teatralny Proezd, Moscow, Russia, 109012
+7-495-266-01-70
http://metropol-moscow.ru/cn/
metropol@metmos.ru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可享在Chaliapin Bar俄羅斯傳統茶道
8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5% скидку на русскую чайную церемонию в баре «Шаляпин»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Metropol Hotel Moscow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莫斯科大都會飯店位於莫斯科
市中心，是一家豪華五星級飯
店，距離紅場及GUM等大型購
物中心僅有3分鐘步行路程。賓
客可以選擇20世紀早期風格的經典套房，或者配有
先進設備的古典內裝客房。這裡還是一家適合亞洲旅
客的飯店，客人可以在這裡享受各種亞洲、俄羅斯和
歐洲美食以及現場娛樂表演。
欲享受最優房價優惠，請至以下網頁https://

www.myhotelreservation.net/b/hamownet/
HAMOWMET/?i=Visa2018&lang=zh_CN預約並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請在Chaliapin Bar點單或使用客房服務時提及
優惠碼Visa China。
欲享受俄羅斯傳統茶道優惠，請至少提前兩小時預約，預約可
本人到Chaliapin Bar完成，也可通過電話+7-499-270-10-64
或告知飯店前台工作人員，並須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飯店/Accommodation

莫斯科/Moscow

佩特羅夫宮殿飯店
Petroff Palace Hotel

最優房價9折+大堂酒吧餐飲9折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最優房價9折優惠及大堂酒吧餐飲
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лучше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еду и
безалкогольные напитки в лобби-баре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欲享受房價優惠，請至以下網頁https://

en.petroﬀpalacehotel.ru/booking/?&promo-codeplain=VISA2018使用優惠碼Visa2018訂房，並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欲享受大堂酒吧餐飲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
效Visa卡付款。

Petroﬀ Palace Hotel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佩特羅夫宮殿飯店位於現代化的莫斯科市中心，是俄
羅斯建築的瑰寶。自18世紀以來，宮殿在漫長的歷史
中完成了許多使命。佩特羅夫宮殿飯店提供各種現代
化設施，助您在忙碌的一天后放鬆身心恢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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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vskiy Park 地鐵站步行8分鐘
Leningradsky Ave, 40, Moscow, Russia, 125167
+7-495-401-76-67
https://en.petroﬀpalacehotel.ru/
ecom@petroﬀpalacehotel.com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飯店/Accommodation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樂天飯店
Lotte Hotel Moscow

享最優房價85折優惠+免費客房升級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享最優房價85折優惠及免費客房升級
Получите скидку 15% на стоимость номера и бесплатно улучшите
класс бронирования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Lotte Hotel Moscow 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本優惠不適用於行
政套房及更高房型。優惠可用與否視房態而定。房價不包含
稅金。折扣金額以飯店主頁https://www.lottehotel.com/
moscow/ru為準。

欲享受優惠，請至以下網頁預約客
房https://www.lottehotel.com/
moscow-hotel/zh.html，點擊“促銷
代碼”( 按鈕位於房間搜索欄右上角),
從下拉菜單中選擇 "Corporate" 並輸
入優惠碼 VISA2019，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Smolenskaya地鐵站步行8分鐘
8 bld.2, Novinskiy Blvd., Moscow 121099, Russia
+7-495-745-1000
https://www.lottehotel.com/moscow-hotel/zh.html

屢獲殊榮的莫斯科樂天飯店隸屬韓國樂天飯店及度
假村集團。飯店位於莫斯科市中心，擁有300間寬敞
的客房及套房。在這裡您不僅可以享受當代意大利及
日本料理、還有創意行政俱樂部酒廊、水療中心，以
及設施先進的健身俱樂部和游泳池恭候您的蒞臨。

飯店/Accommodation

莫斯科/Moscow

莫斯科總統飯店
President Hotel

最優房價9折優惠+Assembly餐
廳及大堂酒吧Aurora消費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最優房價9折優惠，並可享Assembly
餐廳及大堂酒吧Aurora消費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лучше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еду
и напитки в ресторане «Ассамблея» и лобби-баре «Аврора»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President Hotel對本優惠全權負責。客房須提前預定。房價中
包含早餐自助及稅金。餐廳 / 酒吧優惠僅限於已使用有效Visa
卡享受房價優惠的客人。
Polyanka地鐵站步行5分鐘
Ulitsa Bol'shaya Yakimanka, 24, Moscow, Russia, 119180
+7-499-271-28-00
http://president-hotel.ru
reservation@president-hotel.ru

購物/Shopping

莫斯科總統飯店(原Oktyabrskya
飯店)建於1983年，原為俄聯邦總
統所建，附近治安良好，距離Polyanka地鐵站步行僅
5分鐘。飯店擁有200多間舒適的客房，並擁有一間
供應國際美食的屋頂餐廳(自助早餐時間供應肉湯和
米飯)，您可在此享受美食的同時欣賞到令人驚嘆的莫
斯科全景。
欲享受房價優惠，請至以下網頁https://www.presidenthotel.ru/en/reservation使用優惠碼PHVISA訂房，並使用有
效Visa卡付款。
欲享受餐廳消費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莫斯科/Moscow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Souvenir Boutique
所有消費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享所有消費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се покупки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Souvenir Boutiqu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不適用於團體旅遊。

Souvenir Boutique是聖彼得堡規模最大的紀念品連
鎖店，15年來一直為來到這裡的遊客提供紀念禮品。商
店位於城市最便利的地區，靠近主要歷史景點、飯店
內和海洋客運碼頭。Souvenir Boutique每天接待超過
4000名遊客，致力於為每位客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欲享受優惠，請於付款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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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424-43-28
商店地址一覽表：http://souvenirboutique.com/contacts
http://souvenirboutique.com/ （可選中文頁面）
order@souvenirboutique.com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體驗/Activity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法貝熱博物館
Fabergé Museum

音頻導覽設備租賃5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可享音頻導覽設備租賃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50% скидку на аренду аудиогида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Fabergé Museum對本優惠全權負責。須另外購買博物館門票。
音頻導覽設備租賃正價為250盧布，租賃須繳納1000盧布押金。

Gostinyy dvor 地鐵站步行8分鐘
21, Fontanka River Embankment, St. Petersburg, Russia
+7-812-333-26-55
http://fabergemuseum.ru/
開館時間請至以下網頁查看

http://fabergemuseum.ru/en/museum/schedule

聖彼得堡的法貝熱博物館的建立旨在保護、研究和推
廣俄羅斯的文化遺產，並拓展城市的博物館網絡。博
物館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Carl Fabergé藏品，其中
包括九件著名的帝國復活節彩蛋，它們不僅是最好的
寶石藝術品，也被視為獨特的歷史文物。
欲享受優惠，須在租賃音頻導覽設備付款時出示本優惠並使
用有效Visa卡付款。

體驗/Activity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ASTRA MARINE
指定遊船項目享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指定遊船項目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круизы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ASTRA MARIN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遊船項目僅在5月1日至
10月30日的開河期運行，具體運行日期請至以下網頁查看
www.boattrip.ru。預知全部適用遊船，請諮詢工作人員。

適用遊船項目列表詳見底部條款細則

Admiralty Embankment, 2, St. Petersburg, Russia, 190000
+7-812-426-17-17
http://boattrip.ru
booking@astra-marine.ru

ASTRA MARINE是聖彼得堡最大的遊船公司之一，提
供包括觀光遊覽、音樂巡遊以及河上午晚餐遊輪等獨
特的城市遊覽。公司擁有龐大的船隊和覆蓋整個聖彼
得堡及其郊區的各種遊覽路線，以其優良的傳統、親
切的服務表達著聖彼得堡的熱情好客。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窗口購票時出示本優惠及優惠碼
Visa2018，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體驗/Activity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俄羅斯大模型博物館
Grand Maket Rossiya
博物館門票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博物館門票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ход в музей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Grand Maket Rossiya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俄羅斯大模型博物館只有一個獨特的展覽：一個巨大
的俄羅斯微縮模型。展館面積達800平方米，各方專
家經過長達五年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展台生動地展示
了俄羅斯各個城市和地區的自然及人文景觀，擁有超
過200列火車和許多由遊客控制的動態物體，展台還
使用80萬盞LED照明完成了晝夜交替的燈光特效，
讓所有來訪者驚嘆不已。
欲享受優惠，請於購票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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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vetochnaya, 16, St. Petersburg, Russia, 196006
+7-812-495-54-65
https://grandmaket.ru/zh_cn
info@grandmaket.ru
每天10:00-20:00營業(售票窗口19:15關閉)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餐廳/Dining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Sadko
9折優惠+免費甜品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全單9折優惠並可獲贈免費甜品一份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весь счет и бесплатный десерт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Sadko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每人限獲贈一份甜品。

Ulitsa Glinki, 2, St. Petersburg, Russia, 190000
+7-812-903-23-73
http://sadko-rst.ru/chn/
週一至週日 12:00-00:00

Sadko餐廳由著名藝術家A. Kurochkin設計，內飾
結合傳統俄羅斯與現代歐洲風格，以色彩繽紛的

Zhostovo壁畫做點綴，穆拉諾水晶吊燈將拱形天花
板的襯託的格外鮮豔。來這裡用餐，您不僅可以欣賞
到到餐廳的富麗堂皇，更可以享用在精美餐具中的俄
羅斯傳統菜餚。
欲享受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餐廳/Dining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Sushi House
總單85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總單85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5% скидку на весь счет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Sushi House對本優惠全權負責。

Primorskaya地鐵站步行15分鐘
Ul. Korablestroiteley, 34, St. Petersburg, Russia, 199397
+7-812-305-88-32
http://sushihouse.spb.ru
週一至週日11:00-23:00

Sushi House是一家現代化的日料餐廳，不僅用餐氛
圍優雅舒適，餐廳對於食物的精美與健康也有著格
外的熱情。這裡不僅適合三五好友朋友共進午餐、家
庭聚餐或享受浪漫夜晚，同時也非常適合舉辦商務
會議使用。
欲享受優惠，請於入座時出示本優惠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飯店/Accommodation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海爾維豪華飯店

Helvetia Deluxe Hotel
房價9折優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房價9折優惠
Получите 10% скидку на номера 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Helvetia Deluxe Hotel對本優惠全權負責。本優惠不適用於
2019年6月5日-9日。

海爾維豪華飯店位於一座19世紀早期的優雅建築
內，瑞士駐聖彼得堡使館曾長期進駐於此。這家四星
級的豪華飯店地處市中心，為賓客提供高雅舒適的
住宿環境。
欲享受優惠，請至以下網頁https://helvetiahotel.ru/en使用
優惠碼VISA2019訂房，並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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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火車站步行10 分鐘
11, Marata street, St. Petersburg, 191025, Russia
+7-812-326-53-53
https://helvetiahotel.ru/en
reservation@helvetiahotel.ru

Visa發現俄羅斯 2019-2020
服務條款與細則
● Visa發現俄羅斯優惠活動有效期至 2020 年 4月30日為止，有特別

小禮品

說明的除外。並請注意各商戶的不適用日期。
● 該優惠適用于港澳台地區發行的所有 Visa卡且通過Visa 網路進行
的支付。
● 欲兌換優惠，請出示本活動中的相應優惠券內容( 可出示列印版
或電子版，如手機或iPad等電子屏幕均可 )。
● 如果您沒有及時出示優惠信息，可能導致您無法獲取優惠獎勵。
● 須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方可享受折扣或贈品等優惠。
● 本優惠活動與其他促銷、減價和特別優惠活動不可一同使用。
● 優惠內容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商品。
● 優惠活動僅可在明文列出的指定店鋪中使用。
● 持卡人在本活動中的優惠商戶消費時，每人每次僅限享用一次優
惠。各提供優惠的商戶對其優惠活動和服務負有全部的責任。
● 如果您需要咨詢或希望獲得更多資訊，請直接聯系商戶。
● 服務條款及條件根據各個商戶而不同。請在參加優惠活動之前
仔細閱讀具體商戶的條款條件。
● 消費後，請收好您的 Visa卡收據。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據作為消費
證明或投訴依據。
● Visa對優惠使用的賠償不負任何責任。
● 優惠中的資訊均為基於2019 年 03月的資訊，未來有可能發生變
化。優惠活動和服務可能變更或者中斷，恕不提前通知。
● 除非優惠活動中有特別指出，所有優惠都不包括稅金和服務費。

● 所有禮品都必須在購物當地索取。您回國後不可索取。

如果參與商戶拒絕提供優惠 請出示以下聲明
Dear Merchant, please provide your offer to customers who present the
appropriate coupon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 本活動中的優惠只適用于遊客。在俄羅斯居留三個月以上的人可

● 6 個月內每人只限索取一份禮物。您在索取禮物的時候，工作人員

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姓名。
● 根據庫存的狀況，禮物可能有變更。
● 所有收據須為使用 Visa卡支付的同一天的消費，且Visa卡持卡人

姓名需和卡上印刷名稱一致。
● 優惠券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優惠
● 在購物時需要出示優惠信息。

體驗 / 活動
● 請確定您已經閱讀每頁每個優惠活動的服務條款與條件。須在

售票處出示優惠信息。
● 優惠信息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餐廳 / 下午茶
● 每人只能獲得一份免費飲品、甜點或者加菜 /禮品。
● 本優惠有效 Visa卡持卡人的同行人員亦可享受優惠，但必須同時

滿足優惠活動的要求。
● 優惠信息上的照片僅供參考，具體以實物為準。

飯店

Уважаемый продавец,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делайт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лиентам,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редъяви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купон и оплатить
покупку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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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被拒絕兌換優惠，您可能會在兌換優惠時被要求出示有效
機票及護照。
● 飯店必須提前預定，且需要在出發前確認並以有效 Visa卡作為付
款擔保。其他要求請閱讀相關飯店的優惠頁面。若無特別說明，
預約須使用英語。
● 如果飯店滿房，您可能無法預約或享受優惠。
● 取消按照各飯店政策執行，請在預約時直接與飯店確認細節。
●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不適用於團體或企業預約。
● 房價中可能不包含當地稅費。

Rive Gauche店內以下商品享7折優惠
1. 嬌韻詩：煥顏緊緻系列煥顏緊緻頸霜50ml裝
2. 迪奧：迪奧小姐 花漾淡香氛 /淡香水 50ml裝
3. 紀梵希：L'Interdit Eau de Parfum香水 50ml裝
4.嬌蘭：蘭帝皇蜂姿黃金復原蜜+雙效修護精華露 50ml裝
Скидка 30%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дукты РИВ ГОШпри оплат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картой Visa.
1. Clarins Multi-Regenerante Крем для шеи регенерирующий, 50 мл
2. Dior Miss Dior Blooming Bouquet Туалетная вода жен., 50 мл
3. Givenchy L'Interdit Парфюмерная вода жен., 50 мл
4. Guerlain Abeille Royale Double R Сыворотка для лица двой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ющая, 50 мл

Smolensky Passage店內以下品牌可享低至8折優惠
● Full Service 9 折優惠（服裝工作室& 改製）
● Escada Sport 9 折優惠（女裝）
● Robinzon Premier 9 折優惠（手提箱包）
● BEAUTY Z 9 折優惠（美髮沙龍）
● TSUMORI CHISATO 88 折優惠（女裝）
● Di Murano 85折優惠（珠寶首飾）
● Eliteteas 85折優惠（高檔茶葉）
● Gourji & Montegrappa 85折優惠（文具、男士配飾、禮品）
● Inlavka 85折優惠（日用品）固定價格商品除外
● Rich Time 8 折優惠（鐘錶）
Astra Marine 適用遊船項目
使用有效 Visa卡購買以下游船項目路線，適用9 折優惠
● City Sightseeing Neva
● Canal Cruise
● Gala Saint-Petersburg with the exit to the Gulf of Finland
● Northern Islands of the Neva Delta with the exit to the Gulf
of Finland
● Dinner-Cruise to the Sounds of Jazz and Blues
● Evening Jazz on Neva River and Canals
● Jazz under Drawbridges
● The History of Drawbridges
● Romance of the Drawbridges
● Hydrofoils to Peterhof
● Cruise to Kronsta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