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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联名卡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联名卡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联名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联名卡行业的现状、中国联名卡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联名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联名卡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联名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联名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联名卡（Co-BrandedCard）是商业银行与盈利性机构合作发行的银行卡附属产品，联名卡

之功能和信用卡一样，和认同卡不同的是，联名卡是发卡银行和一般企业联合发行的，以某

一特定族群为对象，较具商业导向，且比一般信用卡多了企业所赋予的各项额外功能，以回

馈持卡人如中华航空信用卡、百货公司联名卡等。

     联名卡的运作形式是由发卡银行与诸如航空公司、电讯公司、商场等盈利机构联手发行一

张卡片，凡持有该卡片的消费者在这些机构消费可以享受商家提供的一定比例的优惠。如中

信银行发行的中信STAR高尔夫联名信用卡等。目前最常见的是联名借记卡，即在借记卡的基

础上开发的具有联名性质的银行卡。这样一来，持卡人理所当然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持联

名卡在商家购物时可以少花钱，从而吸引消费者持卡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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