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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血拼一族来说，飘洋过海
去旅行总少不了机场这一站。原本
充满等待与疲惫的机场，是“购物
狂”们买买买的天堂。

纵观全球各大机场，同样一款
包包、口红在欧洲和美国机场的价
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
机场到底什么最值得买？

巴黎戴高乐机场&奥利机
场：Buy Paris Duty Free免税店

最大亮点：包含了全法国品种
最多的葡萄酒。

最值得买：兰蔻、Dior、Prada、红
酒、鹅肝。

兰蔻作为法国本土品牌加上免
税，价格比国内便宜太多，如果赶上
促销更是超值。

戴高乐机场有全法国品种最全
的葡萄酒，从十几欧到几万欧不等，
平民到高档统统满足你。另外还有
各色鹅肝、奶酪，种类丰富。

西班牙马德里机场&巴塞
罗那机场：World Duty Free免税
店

最大亮点：服装、珠宝、化妆品、
酒、纪念品，一应俱全。

最值得买：西班牙特产火腿、起
泡酒Cava；皇室品牌Tous、Loewe。

西班牙是个热情似火的国度，
尤其是火腿这款特色美食世界闻
名，所以必须得在原产地拿下它才
更正宗。

作为西班牙在全球最具知名度
的皇家皮具品牌，Loewe 近几年势
头迅猛，明星街拍都能看到它的身
影，囤一款让你分分钟变身时尚
icon。

该免税集团还有不少精品品
牌 ，如 万 宝 龙 、宝 格 丽 、范 思 哲 、
Hugo Boss、Victoria's Secret等。

意大
利罗马菲

尔米奇诺机场&威尼斯机场：

Aelia Duty Free免税店
最大亮点：罗马作为时尚之都，

可以买到奢侈品最新款或限量款。
最值得买：Fendi、Givenchy、化

妆品。
意 大 利 本 土 的 奢 侈 品 品 牌

Fendi 和 Givenchy，在自家地盘买价
格当然划算很多。

如果你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尚，
DesignInverso、FaustoPuglisi 这两个时
尚小众潮牌也是意大利的特产，这
里有你期待已久的低调奢华。

荷兰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机场

最大亮点：在这个自由的国度，
机场内竟然开设了博物馆。

最值得买：郁金香种子、荷兰
木鞋、荷式金酒、奶酪。

银联卡专属优惠：
用银联卡（卡号以 62 开头）在

schiphol 机场的手表、珠宝、钻石商
店或劳力士、欧米茄、宝格丽、万宝
龙和卡地亚专卖店消费。消费满
500 欧即可获赠独家礼品: 有锆石
点缀的皇家迦山笔。

新西兰奥克兰机场

最大亮点：服务优质，购物体验
轻松舒适。

最值得买：羊毛制品、保健品、
运动服饰。

Icebreaker 是 全 球 第 一 个 用
Merino 美利奴羊毛做衣服和袜子的
品牌，穿着舒适不发痒，而且羊毛内
含的角蛋白还能防止细菌滋生，没
有异味，再也不担心脱鞋之后的尴
尬了。

Kiwi Discovery 特产店：Kiwi 的
意思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鸟，也是

新西兰人的意思，在
这个充满新西兰

特色礼品的商店，
可 以

买到包括乳制品、新西兰高级 食
品、保健品、巧克力、新西兰蜂蜜等
多种特产。

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机场
&悉尼国际机场

最大亮点：别具风格的土著艺
术品。

最值得买：天然保健品、运动服
饰、冲浪器材。

银联卡专属优惠：
用银联卡（卡号以 62 开头）在

墨尔本机场 JR 免税店消费，即可在
原有 5%优惠折扣后再享 5%折上
折，每单叠加最高优惠100 澳元。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最大亮点：位于洛杉矶市中心
西南方约 15 英里处，是美国最主要
的机场之一。

最值得买：雅诗兰黛、倩碧、波
比布朗及雅诗兰黛集团旗下产品。

【DFS免税店】
号称“旅行者的精品奢侈店”，

囊括了世界奢侈品品牌的时装配
饰、美妆香水、腕表珠宝、葡萄酒和
烈酒。

温馨小贴士：
机场附近有很多停车场，收费

最高的是中央停车场，每天最高收
费 30 美元；需要搭乘免费接驳车往
返的经济停车场每日最高收费为
12美元。

看完是不是已经急吼吼地想要
血拼了呢？还等什么，带上银联卡
旅行约起来。

剁手党必去机场 赶紧收藏好

漂 洋 过 海 买 买 买

成本直降成本直降55万欧元万欧元 随行子女年龄不限随行子女年龄不限

全球全球200200人抢马耳他国债投资居留人抢马耳他国债投资居留
据《广州日报》报道 近日，马耳他国债投资居留

又推出新的优惠。今年 7 月 18 日—9 月 31 日，采用融
资方案的投资人，在支付律师费2.5万欧元后，前5年需
要支付的总计5万欧元的房租费用将由融资平台支付。

据悉，马耳他国债投资居留项目有两种投资方式，
一种是自行投资 25 万欧元购买国债；另一种是采用融
资方式，投资人支付融资 费用 10 万欧元，大多数的中

国投资人都会选择第二种，
一来是成本低，二来更

加便捷。在投资的同时，
马耳他还要求投

资人购买或租

赁符合政府要求的房产，并持有 5 年，如果按照马耳他
地区 1.2 万欧元/年的租金计算，5 年的时间，申请人需
要支付至少 6 万欧元。现在，只要通过融资方式投资，
马耳他官方融资平台可以为投资人支付 5 万欧元的房
租费用，也就是说，申请人的融资成本从10万欧元直降
5 万欧元，节省了近 39 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出国移民
规划师介绍：“这次融资平台推出的优惠政策名额有
限，仅限前200位申请人，这个人数是面向全球的，所以
如果有意向，建议抓住这个机会尽早申请。”

在此前的7月4日，马耳他推出国债投资居留新法
案，不仅修改了“随行人员”定义，取消了子女年龄限
制，还可以增加后续的申请人；还取消居住限制，申请
人可以通过在马耳他连续居住及其他条件，实现申请
欧盟长居的资格。加上本次降价，对申请人来说可谓
非常重要的两大利好。

留留 学学 移移 民民

香港将迎高铁时代
到北京将由24小时减至9小时

据新华社报道 随着香港特区政府近日通
过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安
排，香港即将迎来高铁时代。

预计将于2018年第三季度开通的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全长约 26 公里，起于填海区的西九龙
站，经过专用隧道向北延伸至香港落马洲与深
圳的边界，与内地高铁网络连接。届时，从香港
经铁路前往内地多个主要城市的时间将大幅缩
减，例如香港到北京将由24小时减至9小时，香
港到上海将由19小时减至8小时。

澳门特区政府力推电子支付普及

据中新社报道 澳门金融管理局7月30日
发出新闻稿称，为使居民和游客消费时有便捷
安心的电子支付体验，下半年将推出“银通
(Jetco)”平台，只需对方的流动电话号码，即可通
过手机直接完成小额的转账，进一步为居民提
供便利。

澳门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电子支付发
展，于2015年8月成立了“跨部门推进电子商贸
工作小组”，致力制订及推出有助电子商贸及支
付发展的措施。

台旅游业暑期遇寒冬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最南端的垦丁
度假地饭店业者表示，今年 7 月的住房率在去
年下跌的基础上继续下滑，饭店不停降价，“跌
跌不休”。民宿入住率也只有四五成。至于原
因，当地业者指出，大陆游客团少了 7 成，个人
游也少了二三成，饭店业加上交通、餐饮、游乐
区等相关产业，这个暑期起码“蒸发”了 5 亿元
新台币。业者焦虑：“再这样下去，会死得很难
看。”

当下台湾旅游业一枝独秀的便是离大陆最
近的金门。金门的旅行社已经由2年前的20家
增加到近 50 家，有不少台湾本岛的旅行社落户
金门。

台湾诈骗集团全球跑
7月份已有3团伙落网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台湾外事部门发
言人王佩玲 7 月 25 日上午表示，泰国警方又破
获一起跨境电信诈骗案，其中主嫌是台湾籍，指
挥一些马来西亚籍的人员去诈骗马来西亚人，
地点是在泰国境内。

除了刚抓到的泰国团，泰国警方也在 7 月
20 日破获一个电信诈骗集团，确认有 25 名台嫌
涉案。此外，柬埔寨警方 17 日也逮捕 7 名台湾
籍诈骗嫌犯。

融入大陆“云端生活”
台湾大学生成智慧应用“粉丝”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暑期，不少台湾大学
生到大陆实习，除了感受大陆职场的快节奏，

“一网打尽”的移动互联生活，也让他们很快成
为各式智慧应用的“忠实粉丝”。

来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梁懿婷表示，“一
开始还蛮新奇的，比如到了吃饭时间，同事们纷
纷打开手机软件下单。过不多久，就‘坐等’外
卖送到跟前了。”一个月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的大四学生蒋以琳来到浙江宁波实习，如今，她
的手机里多了“美团”“饿了么”等各式APP。“我
现在就怕手机没电”，蒋以琳笑道。

“大陆的互联网元素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
面面。”台北大学大三学生李之云表示，希望台
湾青年能够多到大陆感受“智慧城市”的发展，
积极开放地融入到互联网浪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