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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卡 - 注册 - 2019 年消费换奖品活动 

条款与条件（以下称为“奖品领取条件”） 

China UnionPay – Sign Up - Gift With Purchase 2019 Terms & Conditions ("Conditions of Claim") 

 

Vicinity 中心隐私声明 

Vicinity Centres PM 私人责任有限公司(Vicinity Centres PM Pty Ltd) （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 96 101 504 045）（以下称

为“我们”、“我们的”）代表 Chadstone 购物中心（以下称为“购物中心”）收集您的个人信息，目的是为了开展此次促销活

动、了解您的喜好以及您在我们管理的这些中心内进行的有关活动。我们还会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规划、运营这些中心

和我们与您联络的电子渠道。当我们获得您的许可后，我们会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与您联络，并向您发送一些关于我

们中心的消息更新、活动及促销信息。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披露给我们在美国和新加坡的相关集团机构和服务提

供商。我们还会对您的数据进行去身份标识和汇总，用以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我们的《隐私政策》（网址：

http://vicinity.com.au/privacy-policy）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包括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以及与我们联络的方

式，您可以通过联络我们要求获得、更改或投诉有关我们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 

 

活动时间表 

促销活动： 中国银联卡 - 注册 - 2019 年消费换奖品活动 

活动方： Vicinity Centres PM 私人责任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 96 101 504 045）代表 Chadstone 购物

中心作为本次促销的活动方。活动方地址：Vicinity National Office, Level 4, Chadstone Tower One 

1341 Dandenong Road, Chadstone, Victoria 3148 

购物中心： Chadstone 购物中心，地址：1341 Dandenong Road, Chadstone, VIC 3148, Australia 

促销活动周

期： 

活动开始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 9 点整 

活动截止日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购物中心关门时间，或者直至总价值 114,875 澳元的礼品全部发放

完毕为止（不论哪一个条件先得到满足） 

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 

活动面向所有年满 18 周岁，并且银联卡卡号的起始号码为“62”的银联卡用户。 

如何领取奖

品： 

想要获得奖品，领奖者需在促销期间，在 Chadstone 购物中心任何参与活动并接受银联卡支付的商店

内，使用以“62”开头的银联卡消费达到以下指定的消费额。满足消费额要求，可以是单笔消费或多笔消

费累计。每项消费额要求对应的奖品将在下面列出。 

 

以下商品或服务(包括这类商品或服务的代金券)将不符合“消费换奖品”活动条件：烈酒或烟草制品、礼

物卡、任何形式的武器、整容服务或外科手术，以及活动方以其单方合理的裁断认定可能会给活动方或

购物中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商品及服务。  

 

从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如果一（1）件商品是分成两（2）次或多次付款的【无论是否在同一（1）日

或多日进行付款】，则凭借该商品只可领取一（1）份礼品（基于该商品的总花费以及所有收据中任何

其他商品的总花费）。 

 

消费额要求 奖品 

888-4887.99 澳

元 

奖品为：茱莉蔻“人气之星系列”(“Iconic Colletion”)礼品套装。

套装包含：玫瑰水平衡爽肤水 50 毫升(正装尺寸)、复活精华水

10 毫升、草本青春焕妍精粹 5 毫升以及玫瑰手霜 40 毫升（正

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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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8 澳元或更

多 

价值 200 澳元的 Chadstone 购物中心礼物卡 

 

领取消费额要求对应的奖品，领奖者需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 Chadstone 购物中心关门之前，前往礼宾

服务台（位于 Michael Hill 珠宝店旁），并且： 

➢ 向活动方代表要求领取奖品； 

➢ 提供活动要求的所有个人信息，并登记注册Chadstone 电子数据库，并且 

➢ 向礼宾服务台工作人员出示符合消费额要求的购物凭证（指：购物小票原件）。如果小票上未标明

消费是使用领奖人的银联卡完成的，那么奖品申领者有可能被要求出示活动方所接受的其它购物凭

证以证明该交易是用银联卡支付的。 

 

在提交领奖申请并提供其个人详细信息之后，领奖者将自动订阅来自 Vicinity 中心的有关 Chadstone

购物中心活动和促销活动的消息。消息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的方式发送。 

 

一旦总价值 114,875 澳元的奖品发放完毕，促销活动将自动停止，并且不再发放更多的奖品。 

 

任何与兑换礼物卡相关的辅助费用均不包括在内。任何未使用的礼物卡余额将不能兑换成现金。兑换礼

物卡受礼物卡发行商的条款和条件限制，包括礼物卡上印有的条款和条件。 

 

奖品申领允

许条件： 

每人每日只能申领一（1）份奖品。为了清楚起见，如果领奖者符合申领所有奖品的条件，那么领奖者

只能申领更高消费额要求所对应的奖品。 

 

1. 领奖者同意并认可他们已详细阅读奖品领取条件(以及活动时间表)。领取奖品即默认中奖者已接受奖品领取条件(以

及活动时间表)。 “奖品领取条件”中出现的任何大写词汇，除非作其它解释，活动时间表中已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

本活动优惠不能与其他优惠同时领取。 

2. 促销活动将于“活动开始日期”开始，直到“活动截止日期”为止(以下称为“促销活动周期”)。活动是否成功参加以活动方

收到参加抽奖登记表格为准，而非为活动参加者传输或提交活动参加表格的时间。活动方和其中介将以收到活动参

加表格时填写的资料为最终的和具有定论的记录。 

3. 在促销活动期间，所有有效且符合条件的奖品领取者都可领取奖品。奖品数量有限。 

4. 与本次促销活动的举办方、本购物中心、活动方、购物中心的租户、供销商、供应商、附属公司/企业以及相关的公

司和中介有直接联系的中介和公司的雇员（以及雇员的直系亲属）不能参加此次促销抽奖活动。“直系亲属”指代：配

偶、前配偶、事实婚姻配偶、子女或继子继女(无论是亲生还是领养)、父母、继父母、祖父母、继祖父母、伯父、伯

母、侄女、侄子、兄弟、姐妹、继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 

5. 奖品领取者需按照“如何领取奖品”条款中的要求保留购物凭证(以下称为“购物凭证”)，并且在每次领奖时出示购物凭

证。如果在每次或其中一次参加活动时，参加者无法按活动方要求出示购物凭证，那么活动方则有权取消领奖者无

法出示购物凭证的那次奖品领取资格，并且剥夺领奖者申领奖品的资格。购物凭证上需清楚写明：(a) 所购物的商店

具备活动参加资格； (b)参加活动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以及(c)购物时间在活动期内并且购物已于参加活动之前完

成。如果活动方判定领奖者的奖品申领资格无效，或取消领奖者的奖品申领权利，活动方则可能要求已领取奖品的

领取者将奖品退还给活动方或购物中心。 

6. 礼品的价值准确无误，其价值是基于活动规则印刷当日的礼品推荐零售价（含消费税）而定。活动方对该日期之后

礼品价值出现的任何变化不承担任何责任。 

7. 除非得到活动方的书面许可，获得的奖品不能用于交换其它礼品或兑换成现金或其它礼品，也不可转让。 

8. 如果因奖品领取者身份产生任何纠纷，活动方保留权利，并拥有独自裁量权来决定奖品领取者的身份。 

9. 如果奖品由第三方提供给活动方，则奖品受第三方奖品供应商的条款和条件约束，并且，奖品的提供由第三方而非

活动方全权负责。对于在第三方提供奖品时出现延迟或无法提供奖品，或是出现与奖品有关的任何延迟或无法提供

奖品，亦或是第三方无法履行“活动参加条件”或其它条款中的义务时，活动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http://www.plxs.com.au/


 

 © 2019 Plexus Services Pty Ltd. Do not reproduce or amend without authority.  

10. 根据《2010 年竞赛和消费者法案》(联邦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所提供的任何担保或保证是对

任何相关法定担保和保证的补充，此“活动参加条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限制、排除、修改或声称限制、排除或修改任

何法定消费者权利。 

11.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包括：出现电脑病毒、通讯网络故障、软件故障、受到恶意篡改、未经许可人士的干预、诈骗

行为、技术故障或活动方不可控的其它原因，导致促销活动的任何环节无法如期进行，活动方可以自我裁定取消、

结束、更改或延期举行促销活动以及否定任何受到影响的活动参加者的资格，或延期颁发或更改奖品。此条款受州

或领地法规限制。 

12. 活动方保留在任何时候核实并且检查活动参加资格的真实性及参加者的信息（包括：参加者的身份、年龄和住址等

信息）的权利。如果中奖者不能按照活动方的要求出示合理的证据来证实他们参加活动的有效性，那么中奖者则将

被剥夺领奖的全部权利，并且活动方也不能提供替代奖品。如果活动参加表格中的信息填写得不完整、无法识别、

听不见、不正确或不符合条件，那么在出现这类情况时，活动方则有自行裁量权来判定活动参加者的参加资格无

效，从而不符合参加抽奖条件。活动参加表格中如果含有任何挑衅或诋毁的言论，或违反了法律或侵犯了包括知识

产权在内的第三方的任何权利，那么该活动参加者则不符合奖品领取条件。活动禁止使用任何能使个人自动重复领

奖的自动软件或任何其它机械或电子方式。使用这些手段则可能使该个人提交的所有领奖资格无效。 

13. 如果领奖者不遵守奖品领取条件，或者活动方有理由认为领奖者做出了会影响此次促销活动公平开展的违法行为或

其它不当行为，活动方则保留取消领奖人的领奖资格的权利。如果出现与本次促销活动的开展有关的纠纷，那么活

动方的决定对每一位领奖者是最终的并具有约束性的，并且不会另行通知。 

14. 除了任何法定责任（指法律规定的最低责任），活动方、本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及他们的相关中介、相关公司、公司

人员、雇员及承包商将不对任何与此次促销活动、与接受或使用所获得的奖品（或给出的建议）相关的以下情况承

担责任，包括：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局限于间接的、特殊的或引发的损失或利益受损）、花费、损害、

所遭受的个人伤害或死亡（不论是否源于任何人的忽视或有意的不法行为）。 

15. 活动参加者将根据活动方的要求，参与并配合所有与此次促销活动相关的合理市场营销及含编辑性质的活动，包括

（但不局限于）：被录音、拍照、摄影或采访，并且活动参加者同意活动方及本购物中心可能使用任何这类营销及

编辑材料，并且不对其做进一步介绍或补偿。 

16. 活动方不对任何税务影响承担责任。对于和奖品或领取奖品有关的任何税务影响，活动参加者需自己寻求独立的财

务建议。 

17.  活动方未能在任何阶段强制执行其任何权利并不代表对这些权利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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