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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细则 

“雅高 A 佳银卡和金卡会员快速升级活动”一般条款与细则 

1. 因雅高A佳会员自动取得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

会员级别，因此本优惠活动受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

计划一般条款与细则规范。若于雅高集团 (ACCOR) 酒店享受本活动优惠，会员必

须： 

 

▪ 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注册本优惠活动 

 

▪ 通过雅高官方渠道（雅高官方网站、雅高 All APP、雅高电话预订中心、直接

于酒店）预订住宿。通过经销商、旅行社或第三方在线旅行社 

（如 expedia.com、booking.com 等）预订的住宿无法享受本活动优惠。 

 

▪ 并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完成合格住宿 

 

2. 活动礼遇 

注册本优惠活动后，会员于参与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

计划的任一酒店住宿至少一晚，即可依据其会员等级获得相应的等级房晚 (Status 

Nights) ，具体标准如下: 

▪ 注册本活动的银卡会员完成有效入住后获赠共计 10 个等级房晚* 

 

▪ 注册本活动的金卡会员完成有效入住后获赠共计 15 个等级房晚* 

*活动期间仅可享受一次该优惠 

 

3. 会员基于本优惠活动事项须与雅高电话预订中心或会员服务中心联系时，必须提供

以下编号：014420。 

 

4. 会员使用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奖励积分来抵扣全部或部分房

晚费用，则无法享受此优惠。 

 

 

 

 

 

  



 
 

2022年雅高A佳银卡和金卡会员快速升级活动  Page 2 of 7 

快速升级优惠活动一般条款与细则及使用条件 

快速升级优惠（以下简称“优惠”）由 ACCOR SA（以下简称“雅高”）提供。雅高为

上市公司，注册号为 602 036 444，注册地址为 82，rue Henri Farman 92130 Issy-

les-Moulineaux France。本优惠旨在让其会员在入住参与优惠活动的雅高酒店以及本

优惠合作伙伴经营的酒店时，享有以下所述礼遇。本一般条款与细则及使用条件（以

下简称“使用条件”）之目的为定义优惠、优惠条款以及会员与雅高之间在使用本优

惠时适用的条件。可在以下网站查看使用条件：https://all.accor.com/loyalty-

program/earn/index.zh.shtml。雅高保留随时修改使用条件的权利。任何关于一般使

用条件的修改于网站 https://all.accor.com/loyalty-

program/earn/index.zh.shtml上发布之日起即生效。适用的一般使用条件即访问网站

当日有效的一般使用条件。本优惠活动仅于会员居住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适用，否则

，本优惠活动资格视为无效。 

定义 

入住：抵达酒店的日期。会员：已接受本优惠并同意本优惠一般使用条件的 ALL-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会员。 

合格房晚：通过雅高分销渠道（网站、雅高电话预订中心、酒店）和与雅高电话预订

中心自动建立联系的传统旅行社，以合格房价在参与计划的酒店预订的住宿。通过经

销商、旅行社或第三方在线旅行社（如 Expedia.com、booking.com 等）预订的住宿

不属于合格房晚，因此无法计入以赢得任何等级房晚。 

等级房晚：依据第 2.3 条所述的标准，可计入用于保级或升级的合格房晚。合作伙伴

：非属雅高集团旗下品牌，但可提供其客户参与本计划与优惠活动的公司。积分：会

员通过在参与计划的酒店合格住宿、于合作伙伴处或利用特别优惠或特别促销消费合

格服务后，按一定标准累计的积分。积分分为两种：奖励积分和等级积分。 

奖励积分：可以按照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将积分

转换为奖励内容。 

定级积分：可用于保有或获得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

划会员等级的积分。计划：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 

合格住宿：以合格房价并通过雅高分销渠道和自动连接到雅高电话预订中心的旅行社

预订并入住参与计划的酒店。 

等级状态：等级取决于会员在给指期间内累计的等级房晚数。 

合格房价：所有公开房价、企业房价和促销房价均为合格房价，但以下房价除外：- 

由负责单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团体订房并大宗计费与付款的房价（不包括会议筹划者

促销优惠）； 

 

https://all.accor.com/loyalty-program/earn/index.zh.shtml
https://all.accor.com/loyalty-program/earn/index.zh.shtml
https://all.accor.com/loyalty-program/earn/index.zh.shtml
https://all.accor.com/loyalty-program/earn/index.z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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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给我们合作伙伴（旅行、旅游业等）的合作价格，也称为“合作伙伴房价

”； 

▪ 机务人员（航空公司、货运公司或其他公司）房价； 

▪ 雅高员工、合作公司及服务供应商员工房价； 

▪ 旅行社房价。 

优惠主要内容 

参与优惠活动的酒店：全球将近 3,800 家酒店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其中包括索菲特、

铂尔曼、美憬阁、美爵、诺富特、诺富特套房、美居、阿德吉奥（包括阿德吉奥阿克

瑟斯和阿德吉奥希派克）、宜必思、宜必思尚品、诗铂等品牌（中国内地的宜必思与

宜必思尚品品牌酒店除外）； 下列酒店和品牌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

https://all.accor.com/zh/loyalty-program/user/hotels_exception.shtml。未参

与本次优惠活动的酒店列表可能会有变动。可在以下网站查找最新列表：

https://all.accor.com/zh/loyalty-program/user/hotels_exception.shtml。在酒

店离开集团或终止参与本优惠活动之日起，本活动不再适用该酒店。 

有关本优惠活动的一般条款与细则：因会员自动取得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会籍，因此本优惠活动受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

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一般条款与细则规范。若于雅高集团 (ACCOR) 酒店享受本活动

优惠，会员必须： 

▪ 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注册本优惠活动 

 

▪ 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进行预订 

 

▪ 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完成合格住宿             

本优惠与其他优惠的结合使用：本优惠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以赢取奖励积分或当

前的促销优惠。但是，会员不得注册同一住宿期间内的多个快速升级优惠。会员注册

该快速升级优惠即表示无法注册同一住宿期间内另一个有效的快速升级优惠（即使更

为优惠）。 

会员注册该快速升级优惠后，即无法解除该快速升级优惠资格以改注册同一段住宿期

间内的另一项快速升级优惠。 

优惠活动有效期: 本优惠活动有效期为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与预订期限相同。 

优惠活动礼遇：根据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的一般

会员条款与细则，如果会员于任何一家参与计划的酒店合格住宿（包括至少一晚实际

付费入住），则根据以下累计的等级房晚数而获得相应的会员等级：     

 

   

https://all.accor.com/zh/loyalty-program/user/hotels_exception.shtml
https://all.accor.com/zh/loyalty-program/user/hotels_excep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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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卡会员累计 10 个等级房晚可获得银卡等级 

 

▪ 银卡会员累计 30 个等级房晚可获得金卡等级 

 

▪ 金卡会员累计 60 个等级房晚可获得白金卡等级 

 

▪ 白金卡会员累计 60 个等级房晚可维持白金卡等级 

仅会员自己所住的客房才能计为合格房晚。 

会员同时预订数间客房仅以一个合格房晚计。注册本活动后，会员于参与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的任一酒店住宿至少一晚，即可依据

其会员等级获得对应的等级房晚 (Status Nights) ，具体标准如下: 

▪ 注册本优惠的银卡会员完成有效入住后获赠共计 10 个等级房晚* 

 

▪ 注册本优惠的金卡会员完成有效入住后获赠共计 15 个等级房晚* 

*活动期间仅可享受一次该优惠 

每次转换到新等级后，会员在参与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

诚计划的任一酒店完成至少一晚的合格住宿后，即可获得新的等级房晚。入住时会验

证会员等级，以于住宿后提供相应的等级房晚数。 

本优惠活动提供的等级房晚数不适用于会员在注册本优惠之前的会员等级：例如，在

注册本优惠时具有金卡等级的会员将获得金卡会员快速升级优惠的等级房晚数。该会

员将不会获得银卡会员等级的等级房晚数。在酒店住宿结束后的十天内，获得的等级

房晚会自动计入会员的账户中；这适用于转换至新等级后的每次入住（合格住宿）。 

在适用情况下，经由本优惠活动获得的等级房晚将计入会员在该日历年内的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的等级房晚中进行累计。赢取等级房

晚的条件：仅注册本优惠的会员，在优惠有效期内入住才会计入等级房晚。等级房晚

无法转让给其他会员。纯属私人所有，不可转让。会员接受本优惠活动的一般条款与

细则即表示承认并接受等级房晚不构成支付手段，也无货币价值。只有以合格房价预

订的合格住宿才能享受本优惠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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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本优惠 

本优惠适用于以下人士： 

▪ 收到享受本优惠礼遇邀请并通过链接注册本优惠的任何银卡或金卡等级的雅高A

佳会员。 

在任何情况下，奖励积分或等级积分的累计皆无法证明已注册本优惠并享受该权益。

本优惠免费注册。本优惠的注册不向团体开放。收到雅高 A 佳邀请的会员本人必须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注册本优惠。任何参与本优惠活动

的会员必须无条件接受本优惠的一般条款与细则及使用条件。先前任何条款与本一般

使用条件发生冲突时，以本一般使用条件为准。 

资格条款：会员在线注册本优惠后，将从所提供的邮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确认优惠

活动注册和资格生效日期。会员可于会员账户上查看本优惠。会员必须在每次预订时

出示会员卡或注明其卡号，方得享受此项优惠。 

有关本优惠的通信 

加入本优惠活动后，会员可在 all.accor.com 网站上的会员账户中查看与本优惠会员

资格相关的所有信息。事前已同意订阅商业优惠信息的会员，可收到与本优惠有关的

电子商业通信。若会员不再希望通过电子邮件接收与优惠有关的商业通信，可随时点

击该电子邮件底部的取消订阅链接来取消商业优惠信息订阅，而不会影响会员资格。

如需更改邮箱或通信地址、姓名或其他任何必要资料，会员必须尽快在以下网站的会

员账户内作出更改：https://all.accor.com/france/index.fr.shtml。 

会员责任 

会员应遵守以下承诺或规定，违者将无法继续享受此项优惠：遵守所有参与 ALL – 

Accor Live Limitless 雅高心悦界客户忠诚计划的酒店的内部规定。预订及入住酒店

时出示本人有效会员卡和/或会员编号。 

不得将会员卡借出或转让给第三方。万一丢失或被盗，会员必须尽快使用 

accorplus.com 网站的“联系”页面通知雅高A佳，并“声明卡已丢失、被盗或未收到

”。 

个人数据保护 

雅高（总部位于 82 rue Henri Farman, 92130 Issy Les Moulineaux）基于会员资格

与优惠管理以及投诉管理、向潜在客户发送与参与本优惠活动有关的商业信息和通信

之目的处理所收集到的数据。数据信息将发送给雅高集团及其子公司以及商业和合同

合作伙伴（服务提供商、租车公司、酒店等）。个人数据受到《个人数据保护宪章》

保护，该宪章可从 all.accor.com 网站的“个人数据”标签页查阅。在某些情况下，

出于上述目的，可能会将会员个人数据传输给非欧盟成员国且没有保护标准的国家/地

区的收受者。 

https://all.accor.com/france/index.f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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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实施了适当的保证措施，任何会员均可要求提供数据副本。雅高根据其合

法利益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目的是发现和管理异常情况，特别是当会员注册本优惠

或在计入等级房晚时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在此情况下收集的数据将发送给雅高集团

授权的人员、其服务提供商以及在必要时发送给计划合作伙伴以及受到异常情况影响

的酒店经理。如果发现任何与会员有关的异常情况，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会员。任何

会员均有权以书面形式向 data.privacy@accor.com 要求查阅其个人数据，并要求改

正、删除、限制或反对其数据的处理及转移。会员也有权就其去世后如何处理该信息

给出指示。 

会员还有权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根据 1978 年 1 月 6 日法律的规定，会员有权访

问、询问和更正有关其个人的数据，有以合法理由反对处理有关个人数据的权利，以

及反对将其用于市场推广，特别是商业市场推广的权利。会员可通过写信至 

data.privacy@accor.com 行使其权利。 

异议 

若有任何涉及在参与酒店住宿计入房晚方面的异议，会员可在退房之日起 6 个月内就

漏算等级房晚提出异议。 

异议必须从 accorplus.com 网站的“帮助和支持”页面通过选择“联系”提出。 

语言 

本优惠的一般条款与细则及使用条件和与优惠有关的任何通信均以法语书写，并已根

据接收方的国籍翻译成多种外语。 

如与任何外语版本相抵触，则以法语版本为准。 

适用法律和管辖权 

本优惠的一般使用条件受法国法律管辖，但不因此排除会员居住国的强制性保护规定

。 对于会员与雅高集团之间就本文件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承诺优先寻求友好解决。

在通过网站上“联系我们”标签页与雅高的客户服务团队联系，试图友好解决纠纷后

，如果在投诉之日起六十 (60) 天内收到否定答复或没有答复，会员可以诉诸相关的

调解服务：Médiateur du Tourisme et du Voyage BP 80303 75823 Paris Cedex 17

。调解员的转介程序和联系信息可在 www.mtv.travel 网站上查找。 

可于第一次投诉的十二 (12) 个月内，将投诉提交调解员。 

可通过以下链接取得调解员转介表格：www.mtv.travel。雅高集团并告知会员有一个

欧洲在线争议解决 (“ODR”) 平台，会员可将问题提交给该平台。会员可通过以下链

接访问该平台：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index.cfm?event=main.home.chooseLan

guage 

 

mailto:data.privacy@accor.com
mailto:data.privacy@accor.com
http://www.mtv.travel/
http://www.mtv.travel/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index.cfm?event=main.home.chooseLanguage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index.cfm?event=main.home.choos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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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有权同意或不同意诉诸调解，如果诉诸调解，各方有权接受或拒绝由调解员提出

的解决方案。如未能在上述条件下达成友好协议，与解释或执行本优惠一般使用条件

有关的所有问题均受巴黎相关法院管辖，即使是在简易诉讼、第三方诉讼或多个被告

的情况下。除上述规定外，还明确规定，会员作为消费者可以选择将任何争议提交到

其居住地的法院，或者，依照《消费者法典》第631-3条的规定，提交给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其他具有地域管辖权的司法管辖区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