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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2016.5 



丰收之年 
•非现金支付业务 
   交易量943.22亿笔 
   交易金额3448.85万亿元 
 

规范之年 
•监管部门出台了11个重
要规范性文件 
•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银
行卡收单外包自律规范
和协议文本 

《报告》编写背景 



2015年度支付清算行业主要业务数据 

2015年 业务量 同比 

票  据 
4.17亿笔 -27.87% 

238.23万亿元 -11.07% 

银行卡 
852.29亿笔 43.07% 

669.82万亿元 48.88% 

2015年票据和银行卡业务量 

163家预付卡发卡机构 同比 

发卡 2.59亿张 8.37% 

金额 761.43亿元 2.77% 

68家预付卡机构 同比 

受理业务 82.74亿笔 -3.94% 

受理金额 587.69亿元 8.98% 

2015年预付卡发行和受理业务量 

互联网支付业务 同比 

商业银行 

363.71亿笔 27.29% 

2018.20万亿元 46.67% 

支付机构 
333.99亿笔 55.13% 

24.19万亿元 41.88% 

移动支付业务 同比 

商业银行 
138.37亿笔 205.86% 

108.22万亿元 379.06% 

支付机构 
398.61亿笔 160.00% 

21.96万亿元 166.50% 

2015年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业务量 



服务+ 自律= 协会 

《报告》总体思路和亮点 

《报告（2016）》总体思路 

9章 + 1专题 + 19专栏  
= 《报告》 

发展概况 热点剖析 

风险及问题 趋势展望 



《报告（2016）》的亮点 

深挖行业数据 

精选创新案例 

前十大收单机构业务量金额占比 
特约商户数量前十名收单机构占比 
POS终端数量前十名收单机构占比 
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特约商户类别占比 
预付卡特约商户管理情况分析图 

 

中国银联银行卡产品和服务创新 
四川商通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民生通”电子实名预付卡 
恒丰银行、汇付天下P2P资金存管 
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 

更直观 
 

更详实 

展示调研精品 

关于推动建设预付卡行业信用体系的思考 
生物识别在移动支付客户身份认证 的应用 
物业服务行业或可成为下一个支付市场 

    新蓝海 
“e租宝”事件风险提示 
 

《报告》总体思路和亮点 

更前沿 
 

更前瞻 

可读性 
 

针对性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支付清算行业总体发展状况及趋势 
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全球支付清算行业发展和监管的总体情况，
以及中国支付行业发展环境及态势 
全球经济放缓、支付行业仍快速发展，国际监管趋严；中国支
付清算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分层监管，奠定合规发展主旋律 

跨界融合时代下的中国支付变革 
分析了我国支付产业的发展态势：支付行业电子化、互联网化
向纵深发展；支付与经济融合进入新阶段；多元化、个性化、
平台化商业模式广泛应用；助推消费升级、创业创新和经济发
展 

支付清算各业务类型分析 
详细介绍和分析票据、银行卡支付、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
和预付卡支付等各业务领域的发展概况、运行特点、行业风
险及问题、热点剖析以及发展趋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七章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第三章 票据 

全年实际结算商业汇票1905.71万笔，金额20.9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45%和8.86% 

两低两高一新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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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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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直贴利率(月息):6个月:珠三角 票据直贴利率(月息):6个月:长三角 
票据转贴利率(月息):6个月 票据直贴利率(月息):6个月:中西部 
票据直贴利率(月息):6个月:环渤海 

% 2015年票据贴现利率变化情况 
两  低 票据利率和票据收

益率的持续走低 

两  高 商业汇票交易量持续走高 
纠纷案件发生频次增高 

风险事件爆发 
地域广、金额高、涉及环节多，造假技术不断
翻新、作案手法日趋多样化、专业化 

票据业务不断创新 

一突破 
ECDS  
       参与者396家 
       出票134.08万笔，金额5.6万亿元 
       金额占企业累计签发比例25% 
 
 

一  新 

占比突破20% 



03 02 01 

全面开放银行卡清算市
场 
贯彻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国家战略 

推进收单业务定价机制
改革 
落实国家减税降费、还
利于民的政策 

加大收单违规惩戒力度 
加强收单业务外包管理 
符合国家重拳整治金融
市场秩序的指导思想 

● 卡渗透率高位企稳：47.96% 
● 参与主体快速增长：913家发卡银行 1047家收单机构 
● 受理市场持续优化：联网商户同比增38.77%、POS机具同比增43.21%、ATM同比
增40.95%，农村地区相应各项指标增速也达到了20% 

● 跨境交易增长突出： 3.6亿笔  同比增63.63%，6388亿元 同比增13.01% 

第四章 银行卡        异彩纷呈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第四章 银行卡        异彩纷呈 

支付清算协会统计数据表明 
● 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收单市场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 
     笔数和金额分别占总收单业务量的69.98%和55.40% 
     在收单业务金额前十位中占据4席 
● 通过网络支付接口办理的银行卡收单业务金额提升较大 
    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64.82%和34.84%（提高9.98个百分点） 

0.00% 

6.67% 

13.33% 

20.00% 

前10大收单机构业务量金额占比—数据来源：支付清算协会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第五章 互联网支付  整合场景 共生共利 

● 互联网支付市场的集中度略有下降 
● 银行机构仍然保持主导地位，客户增速较快 
● 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数量优势明显，金额增速下降 
● 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进一步深入 
● 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2015年跨境互联网支付交易对象所在地交易金额占比  2015年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量区间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支付清算协会统计数据表明 

截至2015年年底 

国内银行 

网上支付客户
11.23亿 

同比增长41.61% 

互联网支付情况 
支付机构 

为客户开立的支
付账户26.36亿 

同比增长20.15% 

实名认证支付账户 

13.46亿 

同比上升8个百分点 

支付机构 

网络特约商户同比
增长112.93%，购
物类商户占比超
70% 

第五章 互联网支付  整合场景 共生共利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第六章 移动支付  几何增长  安全便捷 

•移动化加速 

移动支付发展特点（以非银行机构为例） 

• 交易金额 
互联网支付：移
动支付=53:47 
 
 
移动支付业务比
重较2014年提
升14个基点 

•远程占主导 

• 交易金额 
 远程支付：近场
支付
=99.72:0.28 
 
 
近场特约商户数同
比上升978.11% 

•高频小额性 

• 笔均金额 
 550.91RMB 
 
 
 
• 日均业务 
 1.09亿笔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支付清算协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 
● 移动支付已逐步被大众接受：80.4%被调查用户每周至少使用一次移动支付 
● 借记卡被用户选择使用最多：69.4%的被调查用户使用借记卡进行移动支付 
● 安全性是用户最看重的因素：73.4%的被调查用户最看重移动支付的安全性 

移动支付个人客户看重的因素问卷调查结果 

数据说明：数据由
支付宝、财付通及
联动优势等会员单
位使用统一的网络
问卷向个人客户采
集获取。其中2014
年有效样本数量为
7381余份，2015
年有效样本数量为
40300份。 

第六章 移动支付  几何增长  安全便捷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第七章 预付卡    深度调整 优化转型 

2013 

2014 

2015 

2005 

•发卡规模减幅过半 
•受理规模下降超过10个点 

•优化业务结构、创新业务品种 
•提升产品可识别度 
•2015年预付卡机构总体发卡规模小幅增长 
•特约商户数量及网点数量稳步增长 
•商户类型逐步呈现特色化 
 

2015 

•挪用备付金等风险事件集中显现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预付卡机构网点数量分类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商户类型逐步呈现特色化 
商场超市、汽车服务类、票务酒店及旅游及其他类型商户
已逐渐成为预付卡机构业务重点领域 

第七章 预付卡    深度调整 优化转型 

家 



•首批民营银行全部开业 
   5家试点 
•直销银行快速兴起 
•50余家银行推出 
•依托大数据重塑业务模式 
 

•远程开户破冰 

股权众筹 

• 监管规定落地，政策逐渐
放开 

• 行业爆发式增长，354家平
台，2/3为两年内新增 

• 平台频繁更替，股权类众
筹集中度高 

• 不断拓展业务模式，跨产
业融合进一步加强 

P2P 

• 网贷平台4948家，新增2590
家 

• 成交额11805.65亿元，同比
增长258.62% 

• 2015年末，贷款余额
5582.20亿元，同比 增长
302.55% 

• 平均综合年利率12.05%，同
比下降5.47个百分点 

第八章 互联网金融  蓬勃发展 不断创新 

互联网消费
金融快速发
展 

互联网征信
迎来发展机
遇 

互联网保险 

•行业快速发展 
  实现互联网保险收入2223
亿元，比2011年增长近69倍 
•政策加速保险互联网化 
 

•业务模式不断创新 
 

•产品类型不断丰富 

网络银行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规范性文件 

自律性文件 

第九章 支付清算行业政策与监管环境   规范+自律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 

《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暂行规则》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营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 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 

《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 

《银行卡收单外包业务自律规范》 

《银行卡收单外包服务协议范本》 



专题   支付清算行业分布式系统架构应用研究 《报告》主要内容介绍 

分布式系统架构总体框架 



行业研究和思考的平台 

1个专题 

 
• 支付清算行业分布式系统
架构应用研究 

        19个专栏 
 

•基础设施类（CIPS、风险信息共享系统） 

•创新案例类（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民生
通”电子实名预付卡、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  

•前沿研究类（生物识别技术、可穿戴设备
应用于移动支付、宜人贷海外上市对我国互联网金
融行业的影响）  

《报告》主体 
共9章 

 
附表： 
    主要支付业务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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