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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下，39%
的消费者表示更倾向于使用无接
触式支付选项。1

谈话要点

以更健康的方式进行交易
支付服务提供商受到“无现金”消费者的青
睐，原先许多消费者仅仅是出于方便原因而
使用移动支付应用进行付款。而现在疫情当
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更清洁的
方式购买商品和服务。

电信行业不断增长的机遇
无论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如何，电信服务提供
商始终能够分得“一块大蛋糕”。电信行业
需要做好准备，充分利用此次跨境移动支付
的商机。

区块链技术适逢其时
如果国际运营商与支付服务提供商能够建立
由区块链保护的跨境合作关系，则有望消除
全球无接触式支付市场的准入门槛。

“无现金”全球消费者

全球移动支付市场发展迅猛，尤其是在亚洲。例如，86%
的中国人使用移动支付应用；其次是泰国，使用比例达到
67%；而后是越南，61% 的消费者采用无现金支付。2 人
们不再使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而是改用机器可读二维码、
条形码、下载的应用、Web 浏览器或短信进行付款。
支付平台是无接触式支付的主要推动力量，将网上商店、实
体商店以及商家连接在一起。例如，PayPay 除拥有 2,500
万用户外，现在还得到 194 万日本商家合作伙伴及当地商
店的支持。3
电信提供商仅收取移动支付金额 3% 的服务费。4 为扩大移
动支付市场的份额，电信企业需要主动出击，为支付流程
提供增值服务。电信行业具有独特的市场地位，能够做到
这一点。

解放双手，避免传播病菌

流感病毒在纸币上最多可以存活 48 小时，信用卡也可能像
现金一样受到污染。5 任何一种经人手传递的支付方式都可
能携带并传播病毒 ― 就像门把手和扶手一样。无接触式支
付有助于消除因传递现金、信用卡、借记卡或礼品卡导致的
传染性病毒的广泛传播，从而让世界更加清洁，也更加健康。
目前，在新冠病毒疫情和社交隔离措施的推动下，无接触
式支付的推进速度显著加快（请参阅第 2 页的侧边栏：
“Viettel：将电信帐户接入全球商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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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tel：将电信帐户接入全球商
家网络
2020 年 3 月，为帮助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在越南总理的
要求下，越南国家银行 (SBV) 采取措施推进无现金支付。6
越南的跨国电信企业 Viettel（拥有 1.1 亿客户，业务遍及
11 个国家 / 地区）也响应号召，支持拥有电信计费帐户的
用户在实体店购物时进行无接触式移动支付。7

TBCASoft：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
交易开放支付网络
TBCASoft 是一家美国企业，目前是运营商区块链研究小组
(CBSG) 联盟的联合主席。该公司正在专门为电信行业设计
基于联盟、高度安全、性能卓越的区块链平台。8 它的跨运
营商支付系统将于 2020 年第三季度上线；无论是联盟还
是即将上线的网络均对全球电信运营商开放。

跨境支付系统

尽管当下疫情使旅游业面临灾难性挑战，但国际商务旅行和休
闲旅游业务肯定会恢复。旅游业复苏后，消费者必然希望以一
种更方便、更经济的方式，在一个国家 / 地区启动支付交易，
在另一个国家 / 地区完成支付交易。
然而，目前还没有高效安全的支付方法，支持人们在海外商家
那里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些比较小的国家 / 地区更是如此。这
些商店可能不接受信用卡。支付现金十分繁琐，游客不得不兑
换货币并支付两次佣金：首先，从本币兑换成外币时需要支付
佣金；最后，如果在旅行结束后发现口袋里剩余日元、卢比或
其他外国货币，还要再次支付佣金以换回本国货币。
跨境支付是无接触式支付的一个分支领域，为电信行业及其增
值服务用户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在跨境支付系统 (CBPS)
中，运营商支持移动客户使用移动帐户在世界各地的当地商家
那里进行支付。这不仅可以为运营商创造新的收入，还能为用
户带来更大的价值（见图 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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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旅行时无需兑换货币

即时接入当地商家网络

跨境移动支付系统有助于遏制病毒
的传播。

CBPS 网络由发行方、收单方和网关三种角色组成（见
图 2）。

发行方的角色

显而易见，运营商是 CBPS 发行方。发行方负责向移动订
户提供移动支付应用。发行方可通过每笔交易的服务增值
部分获利。除货币收益以外，还可获得一些无形的价值，
包括通过提供扩展服务，降低运营商的用户流失率以及提
高用户忠诚度。

收单方的角色

支付服务提供商可以充当 CBPS 的收单方。发行方支持订
户在收单方的全球商家网络购买产品和服务，通过每月电

话账单计费，十分方便快捷。作为收单方，在连接到 CBPS 后，
商家就能接受所有 CBPS 发行方的付款了。收单方的收益主
要来自于帮助商家拓展海外市场，创造更多收入机会，实现
更多交易。

网关的角色

运营商也可以充当网关。网关为发行方或收单方提供付款处
理和结算服务，同时负责区块链节点管理。发行方和收单方
通过应用编程接口 (API) 连接到网关。网关可以聚集本地市
场中的多家支付服务提供商，将他们连接到 CBPS 网络，捕
获入站和出站交易（请参阅第 2 页的侧边栏：“TBCASoft：
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交易开放支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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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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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PS 区块链的优势
记录不可篡改
无需对账
高度安全，抵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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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支付

TechNavio 进行的市场研究表明，2020 年到 2024 年间，
支付服务提供商市场有望增长 888.5 亿美元，其中 33% 由

北美市场创造。9 支付服务提供商在本国市场占据有利地位；
但是，由于各国均设有进入壁垒，国际市场拓展问题仍未得到
有效解决。
首 先， 跨 国 争 取 商 家 和 用 户 成 本 不 菲。 例 如 在 美 国， 金 融
行业每争取到一位客户的平均成本高达 175 美元。10 日本
PayPay、中国支付宝和印度 Paytm 等企业都搭建了自己的完
整业务模式，支持商家通过刷二维码接受移动支付。

尽管支付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本土强大的技术网络 ― 要么是
自己直接拥有，要么是通过战略合作关系获得 ― 但在国际舞
台上，他们却无法依赖于同样的基础架构。正因如此，用户、
商家和金融机构之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与此同时，不同地理
区域或国家 / 地区的地方法规也各不相同：遵循多个法规框架
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可能带来更多的合规风险。
另一方面，电信运营商还要支持订户在离开信号覆盖区域或本
地网络期间，使用其他运营商的网络访问其他服务。区块链技
术可以整合运营商、支付服务提供商、移动订户和商家。无论
客户出国旅行到了哪里，均可在国外使用智能手机和流量套餐
付款购买所需的产品或服务。运营商和支付服务提供商则在后
台完成交易的结算和清算。

合作的道理相当简单：电信运营
商拥有基础架构和用户群；支付
服务提供商拥有商家。

不过，与支付服务提供商一样，电信运营商也面临重重障碍。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搭建商家网络都算不上他们的核心
业务。然而，由于许多运营商都经营地区或全球业务，潜在
的国内和国际用户群体量庞大，足以抵消这一局限性。从网
络角度而言，运营商在本国市场提供最出色的基础架构；如
果未跨国运营网络，也可以与其他运营商达成协议。支付服
务提供商面临的监管限制同样适用于电信运营商。

行动指南

电信无接触式支付，轻松跨越国境

如何有效利用 5G 技术增加收入？如何应对数字原生一代重
塑行业的力量？面对这些颠覆性因素，推动特色转型是电信
运营商成功的关键。跨境移动支付系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启用移动货币

1. 参与支付改革

确切地说，区块链不需要使用加密货币。Hyperledger 是
一个开源的合作项目，企业可通过区块链创建不可篡改的记
录账本，从而避免黑客入侵、欺诈或腐败行径。11

2. 拥抱区块链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区块链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网络效应，将
运营商订户与商家有效匹配起来。而且，运营商可以让订户
和商家安全地访问自己在特定市场中的可靠基础架构。此
外，区块链的可追溯性还有助于简化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
合作。

3. 实现全球互连

区块链可以作为电信运营商与支付服务提供商开展国际业务
的支持技术。运营商通过支持订户使用电信提供的数字钱包，
与到访的国家 / 地区的平台网络中的商家开展交易，即可创
造收入。

运营商拥有强大基础架构带来的各种独特优势，具备成熟的
“了解您的客户”资料体系，而且与现有订户建立了计费关
系。若能善加利用，这些属性将在提供移动支付服务方面带
来巨大商机。运营商可以为用户提供简单的二维码支付应用，
通过先消费后付费的电话账单帐户完成店内支付。

区块链可以跟踪、管理以及核对订户交易。区块链的不可篡
改性以及共享账本功能有助于增进网络中各参与方的相互信
任，让确认付款、验证账单及遵守金融法规变得更加轻松。

运营商可以通过区块链网络，推动电信行业转型。不仅可以
创造新的收入流，还能扩展到其他金融科技、身份和物联网
(IoT) 服务。连接全球区块链平台后，运营商可以为移动订
户和 / 或运营商配置的 IoT 设备提供跨境支付服务和身份验
证服务。

运营商可以加入 CBSG 联盟。
该联盟通过提供业务用例发现、
技术咨询和实施以及监管框架支持，为其成员创造价值。如
果运营商已在国内提供支付服务，则可连接跨运营商支付系
统，实现跨境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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