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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联商务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银联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27.9亿元。
■  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  提供以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为基础的综合支付服务，以及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商户增值服务。

根据Nilson Report亚太收单机构排名，银联商务自2013年度以来连续
八年收单交易金额第一，自2017年度以来连续四年收单交易笔数第一。

根据Nilson Report《2020年度全球收单机构排名表》，银联商务2020年度收单交易笔数排名全球收单机
构第 6位。

6 China UMS.China 11,746.0

1 China UMS 11,746.0 $2,278.14

①

②

①数据来源于《Nilson Report》1205 期。
②数据来源于《Nilson Report》1206 期。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中国支付受理环境的拓荒者和承建者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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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商务与百度、中国电信等科技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合作领域包括云计算、
支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银联商务与零售百强92家线下商户中的64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覆盖率达70%。

银联商务建立了开放平台，向各行业商户、合作伙伴开放自身能力，实现共赢。

银联商务与包括银行、保险在内超过1000家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开展了
业务合作。

丰富多元的合作伙伴关系03

金融领域

零售领域

政府领域

技术领域

开放平台

银联商务分别与国家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统计局成立联合实验室；
与上海、重庆、厦门等地的政府部门达成合作，开展数字城市建设。

①数据来源于银联商务截止 2022 年 6 月底的统计。

②数据来源于银联商务截止 2022 年 6 月底的统计。

③数据来源于 Nilson Report 历年发布的收单机构排名。

服务网络广①

覆盖全国县域

>96%

市场规模大②

累计服务商户 累计铺设终端

>2300万家 >3700万台

市场份额高③

亚太收单交易金额
连续八年第一

亚太收单交易笔数
连续四年第一

8 year No.1

行业覆盖多

零售批发 生活服务 金融地产 文旅教育 交通出行 医疗健康 政务公缴

综合支付和信息服务运营商

南至海南三沙永兴岛、北抵黑龙江漠河，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以上城市和 96% 的县域，银联商务
拥有广泛、下沉的实体服务网络。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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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支付服务

提供以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为基础的综合支付服务。
01 商户增值服务

基于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新型技术，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商户增值服务。
02

互联网支付服务 移动远程支付服务 境外线下受理业务 线上跨境支付业务

线下支付服务

线上支付服务 国际业务

实体银行卡支付服务

POS 终端

条码支付服务

动态二维码显示设备

支付载体

智能外设

新型技术服务

全民付蓝鲸设备

行业解决方案

智慧景区、智慧园区、智慧

酒店、智慧零售等智慧系列

教育监管、地产监管、市场

监管、养老监管等监管系列

数字营销服务

全民惠营销系列产品

媒体资源开放平台

商户科技服务

商户资金结算管理服务ERP

信息集成产品

银杏数字科技服务

支付运营服务

数字终端及ATM运营服务

智慧收款运营服务

数字终端销售

主营业务
Main business



科技研发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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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小于 200 毫秒、业务连续性达

99.999%。

具备亿级日交易处理能力、十万级 TPS 交

易处理能力。

具有高并发、低延迟的特性。

研发实力

技术优势

研发体系 研发投入

核心支付系统 技术储备

“中台服务”IT 团队提供核心能力研发。

“前台产品”IT 团队快速实现客户定制化。

公司每年技术投入不低于当年营业收入10%。

拥有 1500 名技术人员。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搭建WATCH4.0风控系统。

基于刷脸支付技术研发SDK人脸集成支付。

基于大数据技术研发银杏数据服务。

集 AI 能力与新技术产品于一身的 SaaS

一体化银商大脑 2.0。

国标 A 类，国际 T4 标准的高等级三线 IDC

数据中心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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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七大板块

SaaS平台层级图

SaaS
支付

SaaS
金服

SaaS
科技

SaaS
商业(ERP)

SaaS
数据

SaaS
政企

SaaS
营销

基础设施服务层

中台组建服务层

应用交付层

基础收单、支付结算、支付增值、数字人民币、信息科技服务、
云服务、数字经营、大数据服务、企业服务、营销权益等

支付中台、分账中台、清结算中台、营销中台、
会员中台、商品中台、隐私计算、风控反欺诈、
BI报表等

量子计算、5G消息、大数据、
高 速 缓 存 、 对 象 存 储 、 容 器
交付、故障迁移、资源隔离、
AI、隐私计算、区块链等

作为国内头部SaaS服务商之一，银联商务携手生态合作伙伴打造的SaaS生态体系，基于云计算、Al等新兴科技的

强大赋能，结合旗下开放平台多元化合作资源的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场景、全链路”的服务，助力

企业快速步入智能数字化时代。

数智化升级 普惠化赋能生态化聚力
为企业提供从产品到软件服务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现
数智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整合自身多年沉淀的资源优势、
服务网络和科技能力，聚合生态
伙伴力量，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定
制化服务。

拉通供需两端，赋能生态链上下
游企业，助力产业经济发展。

智联生态
Intelligent networking ecosystem



建立形成各单位齐抓共管的风险合规治理体系。

高级管理层对风险合规管理有效性负管理责任。

风险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公司风险合规管理工
作。“三道防线”强化横向风险合规管理联动。

全辖分支机构建立健全属地风险合规管理组织
架构。

实施制度化管理，累计印发《银联商务风险合
规管理办法》《银联商务收单业务风险事件应
急预案》等50余份风险合规专项制度。

强化制度建设，将风险合规、反洗钱、金融消
保要求融入到全公司各单位、各条线的制度流
程环节中。

落实全流程管控，建立风险合规管理措施前  
移、风险侦测与分析、风险案例信息与协查处
理、风险预警信息与业务风险事件处置、损失
核销处理、后督.与问责管理等闭环工作机制。

T+1、 准实时、实时三套风险核心引擎并行监测。

部署应用近300项规则组，健全业务品类与风险
类型覆盖。

建立联合实验室，持续推进关联图谱、机器学习
等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在风控领域应用落地。

自主研发WATCH风控平台，全年365天7*24小
时不间断监控。

增强超前防范能力，近年来公司未发生重大风险
事件。

深入贯彻行业监管政策，有效落实风险合规要求。

扎实开展反洗钱合规管理，优化落实长效机制。

完善金融消保体系建设，快速响应、妥善处理
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事项。

加强收单业务外包管理，严格落实制度管控要求。

持续落实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工
作，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和机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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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合规
Risk control compliance

风险治理体系健全 风险合规机制完善 风控系统智能化 业务经营依法合规



服务体系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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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服务网络

智能入网

个性化支付结算

现场服务：
远程服务：

线上服务：

移动服务：

覆盖中国大陆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及港澳地区；拥有近6000人客户服务团队。

通过商户统一服务平台提供集支付、账务、营销和数据解决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服务。

银联商务APP、银联商务服务号、95534服务号，提供轻量而便捷的移动端基础服务。

商户通过银联商务APP自主完成签约入网功能。
通过一站式布机流程，商户签约当日即可开通交易。

自助入网：
一站式布机：

提供可供商户自主选择的资金清结算产品及支付服务产品。

式，形成服务支持闭环，
赋能一线客户经理。

智能运营服务台

包括“智慧查询”、“运
营服务台知识库”、“服
务支持单”等主要服务工
具；通过引入“智能机器人”
已 实 现 7X24 小 时 服 务 支
持，同时结合人工服务方

一站式差错处理中心

通过系统联动、智能核验、
额度管控等方式实现差错
业务全流程管理，为公司
各业务平台输出“一站式”
差错支持服务。

银商派及网格化管理

为客户经理提供数字化的
一站式运营服务，包括电
子协议签约、工单受理、
任务提醒、业务变更及信
息查询等运营流程的移动
化处理；同时系统搭建网
格化管理模式，提升公司
精细化服务能力及数字化
管理水平。

作为公司运营核心基础支
撑平台，UP 平台通过整合
内部运营资源，构建高效
协同的工作流程，提升数
字化、智能化、移动化的
运营处理能力，形成业务
一窗办、处理一站式、运
营一体化的服务支撑体系。

运营中台         UP平台

智能服务01

智慧运营02

国内支付行业规模最大、最成熟的综合客服中心之一；“空军客户经理”通过客服电

话“95534”提供7*24小时服务；“智能客服”提供文本、视频多媒体渠道交互，多

点触达客户，让沟通更加简单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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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家重大活动

积极参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海南自贸区、

雄安新区、北京冬奥会等支付环境建设。

支持“三农发展”

为多个农村试点区域拓展搭建各类支付场景，

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支付市场发展。

便民服务

为居民提供公共事业缴费、社保缴纳、养老补贴查询、

农副产品销售等便民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安全、

便捷的综合支付与增值服务，助力生产经营。 

保障交易安全、履行
反洗钱义务

严格落实监管要求，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依法合规

经营，切实致力于保障交易、数据和客户信息安全，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深入各地疫情防控主战场，

第一时间推出了系列利企便民举措，与社会各

界并肩抗疫，共克时艰。

与社会各界并肩抗“疫”

作为首批与中国人民银行数研所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受理服务机构，已累计为全国近14万家

商户门店开通数字人民币受理服务，全面覆盖

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

建设数字人民币
受理环境

银联商务围绕“支付”“增值”“科技”⸺“三个银商”的发展定位，坚持“始于支付、专于科技、精耕行

业”，以科技为原动力，不断升级支付服务能力、提升商户经营能力，将公司塑造成能够为商户创造卓越价值的支

付科技领军企业。

使命
服务社会  方便大众

发展方向
从打造单一产品到形成行业商户解决方案的转变。

从单个客户支付到产业场景支付的转变。

从单纯支付服务到经营商户理念的转变。

愿景
打造国际一流的综合支付和信息服务运营商。

价值观
诚信  担当  创新  合作

工作思路
产品线上化，业务平台化，经营数字化，服务生态化。

经营总方针
做到政治合规、业务合规，经营好商户，管理好

终端，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定位
坚持“支付银商”“增值银商”“科技银商”的发展定位。

把“支付银商”作为经营发展的立足点，集中精力做强做大。

把“增值银商”作为经营发展的突破口，想方设法做深做透。

把“科技银商”作为经营发展的驱动力，不遗余力做实做足。

发展规划
Development planning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