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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期，支付行业多措并举抗“疫”可圈可点，不过，在感

叹支付的强大力量之余， 疫情给支付行业造成了多大影响这一问题也引起众多支付行业

人士的关注。北京商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支付机构从业者、推广方、服务商、行业专家，试图

了解疫情笼罩下最真实的支付行业现状。

刷脸“失灵”支付机构加速迎合线上需求

人身险精算规定落地 部分产品有望最多降价5%

未来，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保

险在内的人身保险产品有望降价3%-5%销

售。2月6日，银保监会发布《普通型人身保

险精算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调整了部

分保障类产品的最低现金价值参数、提升

了年金保险等长期储蓄类产品的最低现金

价值标准。该新规将弥补行业没有单独精

算制度的空白，同时，提升风险保障类产品

的最低现金价值、下调相关产品费率，为消

费者带来切实的实惠。分析人士指出，在疫

情面前，公众的风险和保险意识普遍提高，

此举有助于提高公众购买意愿，提升行业

产品开发和销售积极性。

相比普通险此前沿用《关于下发有关

精算规定的通知》（保监发〔1999〕90号）等

文件的相关规定，《规定》更注重推动风险

保障类产品发展，同时也呈现出三项重要

变化。其中，新规调整了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等风险保障类

产品的最低现金价值参数。同时，《规定》也

下调了年金保险、多数趸交保险产品定价

的平均附加费用率上限，据监管测算，此类

产品价格也将下降3%-5%。

和《关于下发有关精算规定的通知》规

定相比，一些产品的平均附加费用率上限

有所降低，例如趸交产品中，定期寿险、终

身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预定附

加费用率上限由20%降至18%。年金保险

该数据也从10%降至8%。期缴产品中，年

金保险的第一年、第三年及以后的预定附

加费用率上限的下降幅度为5-10个百分

点。此外，此次规定还提升了年金保险等长

期储蓄类产品的最低现金价值标准，据测

算，此类产品前几年的最低现金价值将提

升5%-10%。

为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谢

远涛解释称，提升年金保险等长期储蓄类产

品的最低现金价值标准，等于提升了保险产

品价值。一方面，保险消费者获得实惠；另一

方面，有利于衍生产品的发展。例如，保单抵

押贷款，对于精准扶贫、巩固扶贫成果有积

极作用。同时，产品红利带来的市场红利，有

助于促进此类产品健康发展，规模化规范化

经营，也有利于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而对于上述变化，天风证券分析称，上

述规定可能导致法定准备金评估增提，对

于评估假设激进的中小公司后续将构成限

制。同时，“法定准备金”地位在提高，监管部

门未来可能将法定准备金与产品监管挂

钩。而这在2019年已有先例，例如法定准备

金覆盖率高于120%的公司不得销售

4.025%的年金险。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也填补了几项监

管制度空白。其中包括补充了健康保险相

关精算规定，新增对健康保险评估假设的

相关要求；补充了保证续保产品相关精算

规定，促进此类产品健康发展；适应当前市

场快速变化，新增了“非平准保费”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等相关要求。同时，《规定》首次

加入“非平准保费”的内容，非平准保费即

缴费期内的各期保费不同。其中要求保单

年度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得低于保单年

度末保单现金价值与保单年度末生存给付

之和。

谢远涛解释称，非平准保费也就是平

时所称的“非均衡保费”。通常产品设计出

来，先计算趸交保费，这个金额是固定的，具

体缴费方式方面，可以设计成自然保费或者

均衡保费，如果是自然保费，随着年龄增长，

价格增长太快，所以往往设计成均衡保费形

式。而对于期限较长的产品，中短期非均衡

保费产品数量相对较多，不过从整个寿险市

场来看，非均衡保费产品相对较少。

事实上，自2013年人身保险费率政策

改革工作启动以来，银保监会先后配套修

订了分红险和万能险精算规定，但普通险

一直没有单独的精算制度。而此次出台的

《规定》将与《分红保险精算规定》《万能保险

精算规定》《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等共

同构建涵盖各类产品形态的、基本健全完

善的精算制度体系。

天风证券表示，《规定》最重要的影响在

于通过降低风险保障类产品成本，引导产

品降价，将大力推动保障类产品销售。同时

通过后端准备金管控定价激进行为，有利

于定价审慎的大型公司。另外，银保监会正

在积极推动重大疾病保险定义和发生率表

修订，研究出台意外伤害保险纯风险发生

率表。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皓洁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吴限）继1月传
出入股“新”包商银行的消息后，徽商银行披

露了更多发起设立细节。2月6日，徽商银行在

港交所发布公告称，该行计划一次性出资不

超过36亿元，在内蒙古自治区参与发起新设

一家经营区域仅在自治区内的商业银行，注

册资本拟定为200亿元。

据了解，徽商银行曾于1月7日晚间发

布公告称，该行董事会当日召开会议，拟计

划一次性出资不超过36亿元，参与发起新

设一家省级地方商业银行，该行持股不超

过15%。1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接近托管

组人士处获悉，徽商银行或将入股新包商

银行，正在等待最后结果。

按照新发布的方案，该新设银行名称拟

定为“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

内蒙古自治区，经营范围以监管机构批准及

公司登记机构登记为准。从股东背景来看，内

蒙古自治区财政及国有企业合计持股约

50.16%，存保基金持股约29.84%，徽商银行

持股约15%，建设银行的附属公司建信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约5%。

同时，徽商银行还披露了拟收购包商银

行部分资产负债情况。该行在公告中称，为探

索城商行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经董事会会

议审议批准，拟向包商银行收购以接管日（即

2019年5月24日）为准的包商银行北京分行、

深圳分行、成都分行和宁波分行及这4家分行

价值153亿元的业务。同时，该行还收购包商

银行在内蒙古自治区外的全部资产，资产账

面价值为1409亿元，净值912亿元。2019年5

月，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危机被央行、银

保监会接管，建设银行托管。

徽商银行表示，经收购交易，该行将设立

4家分支机构或直接收购包商银行4家分支机

构以承接上述业务及员工。该行设立4家分支

机构或包商银行4家分支机构变更尚需履行

相应的审批程序。

对于发起新设商业银行的相关情况，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徽商银行，该行表示，以公告

内容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参与新设商业

银行，还是收购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都

将耗用不少资本。徽商银行表示，为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满足存量资本债券提前

赎回条件，该行拟于2021年前累计发行不

超过2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债券期限

不少于五年，该方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此前，徽商银行董事会会议通过了拟

定向发行不超过17.35亿股内资股、不超

过6.95亿股H股的议案。

邮储银行高级经济师卜振兴分析称，微

商银行收购包商银行4家分行，开辟了商业

银行并购的新模式，不同于政策性的收购，

这次商业银行的并购具有互利双赢的效

果，并且属于市场性的行为。这对于后面中

小银行的并购和重组开辟了一种新的模

式，具有互补优势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合

并重组的方式，化解风险，提升经营实力，

实现共赢。

徽商银行拟收购包商银行4家分行

刷脸业务“竹篮打水”

往年奔波于各家商户常年不着家的李峰

（化名），今年这个时候却还在家“按兵不动”。

开始焦虑起来的李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他

所供职的公司是一家支付增值业务领域的互

联网技术营运商，而他主要负责关于刷脸支

付、扫码支付的一些业务推广落地工作。“这

本来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行业，尤其是刷脸

支付，成本高，推广难度也大，很多公司都做

‘死’了，推广前期只要战略方向稍微有点问

题，很多公司基本都撑不下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逢过年就难熬，而

此次疫情的爆发更是成了很多小公司破产的

催化剂。据李峰所述，有很多同行业的支付服

务商，因为受到线下商户的停业影响，业务量

受到影响，基本处于停工状态。而他的公司，

所幸因前期业务量铺得大，且合作了很多大

型商超，因此现在基本就是做一些存量商户

的沟通协调工作。

“说实话，疫情对我们是有影响的，但还

不致命。因为我们合作的商户主要是餐饮与

商超，虽然餐饮商户受到影响，但超市生意特

别好，基本上能抵冲对我们的整体影响。所以

哪怕不新增商户我们一个月也能收入好几万

块。”庆幸之余，李峰微微蹙眉道。

面对这种情况，李峰无可奈何，唯一能

做的就是做好存量业务工作，等待疫情好

转。与李峰处境相似但又不同的是，作为一

家支付服务商的业务负责人，罗宁（化名）的

担忧则显得更重。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他

的公司主要做线下收单推广，合作商户也主

要是餐饮、零售行业，从2019年开始，公司就

开始战略重推刷脸支付，原本将大干一场，

但这次疫情来得猝不及防，导致业务也受到

了很大影响。

“目前刷脸支付已基本停滞。”罗宁向北

京商报记者透露，“我们之前的流水来源主

要是二维码支付，刷脸支付占比1/5左右。去

年的11月、12月日均流水是4个亿，但这次

疫情爆发后，很多线下实体店没法开张，导

致现在日均1个亿都没办法突破，支付宝关

于线下刷脸支付的补贴也已经停了，我们

原本打算重推的刷脸支付可以说是‘竹篮

打水’。”

支付机构线上“求生”

比起支付行业增值服务商的焦虑，身处

一线的支付机构高管从业人员的感受则更为

理性深刻。陈斌是一位在支付行业摸爬滚打

了十余年的资深从业者，目前在海外支付公

司NETSTARS担任首席技术官。他指出，从

支付的场景来看，短期内最大的冲击是线下

场景的扫码支付，线上场景也会因为物流的

问题而出现影响，但没有线下场景的冲击大。

其中，正在崛起的刷脸支付将因大家普遍戴

口罩而遭受严重打击。

近两年来，支付巨头们在刷脸支付市场

打得火热。然而，“风口”抗不过疫情，业务停

摆、交易断崖、补贴停滞，此次疫情对刷脸支

付带来了致命一击，对巨头们的影响也是显

而易见。微信支付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

称，目前疫情是全国之重，为保障用户和商户

的安全健康，协助控制当前肺炎疫情，微信支

付推荐大家戴上口罩，在线下购物消费时，使

用“付款码支付”。对此，微信支付已于2019年

12月31日停止了各项刷脸支付营销活动。针

对此次疫情对公司刷脸支付业务的影响，支

付宝、微信支付均未给出正面回复。

疫情影响下，线下消费场景的支付交易

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但冲击的另一面，疫情

也为非接触型的支付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在陈斌看来，支付公司短期内必然在支付交

易总体金额上出现大幅度下滑，尤其是做行

业支付的支付公司，如在航空旅游方面占有

较大市场份额的支付公司，将会因为航空旅

游业务的短期挫折而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

因为大家宅在家里，所以游戏、抖音和其他在

线活动会有巨大幅度的增长，支付公司必然

会在这些领域获得短期的发展。对支付公司

而言，从这次疫情当中学习到的是自己的支

付业务要广谱，不能太集中在一个或几个领

域，否则公司业务的风险很大。

刘创（化名）也已经在支付江湖“闯荡”了

十余年，目前是一家老牌支付公司的风控负

责人。谈及此次疫情对支付行业的影响，他对

北京商报记者直言，因支付行为是实体经济

的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下行，会直接反映到

支付业务上来。冲击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实

体经济的下行，导致对支付的交易减少。二是

对商户拓展和维护造成影响。三是对创新业

务的影响，比如提到的刷脸支付、指纹支付、

扫码支付等，由于人员大幅减少外出，对支付

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减少。不过，刘创同样指

出，此次疫情下，线下经济会加速向线上转

移。随着线上办公、在线游戏等新业态的出

现，也将促进对支付的需求。

加快线下数字化改造

正如上述多位从业人士所述，疫情笼罩

下，支付行业部分业务受到重创。对此，易观

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最大的冲击还是在线下，

首先肯定是业务层面，其次很多收单机构对

线下的整体数字化改造其实才刚刚开始，遇

到疫情都需要暂时停止，现阶段应该是量都

起不来，还是要等到疫情以后再看情况。不

过，从整体上来看，不管是整体DAU（日活跃

用户数量）还是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春节期

间仍然会保持微增的态势”。

王蓬博指出，疫情之下，支付机构需要注

意两点，一是保证系统不会崩溃，正常运转就

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二则是要对重点行业

和地区支付行业特事特办，特别是涉及到国

计民生的行业，以及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尽管自身业务受

到冲击，但多家支付机构仍在献出自身力量。

截至目前，支付清算行业多措并举助力疫情

防控，保障了现金供应和取现顺畅，充分发挥

了线上优势，并对疫情涉及的特定人员采取

延长信用卡还款期、免收违约金、提供征信保

护等措施，减轻了疫区企业负担。

其中不乏多家支付机构积极利用网络平

台、移动支付为百姓提供居家缴费、签约等服

务，或利用自身的业务平台和客户通道，宣传

疫病防治措施，或紧急为疫情防控提供善款

募捐通道和平台，号召并支持大家伸出援助

之手，驰援防疫前线。“今后，支付机构练就的

能力第一是应急响应能力，第二还是应该往

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上走，比如今后的企业

服务领域肯定要经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云

办公将会成为趋势，如何做好相关的用户运

营以及营销也是一个热点。”王蓬博称。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疫情下的支付行业

1.刷脸支付全面停滞；
2.航空旅游行业支付因出行人员减少而大幅度降低；
3.零售餐饮行业支付因活动减少而大幅减少；
4.影院娱乐行业支付因隔离增加受到冲击；
5.海外购物也受航班停止造成跨境支付大幅度降低。

1.游戏、抖音和其他在线活动支付交易大幅增长；
2.业务线、办公、交流均通过线上进行；
3.做好存量业务对接。

1 . 维 稳 线 上
系统；
2. 加快线下数
字化改造，往更
深层次的解决
方案上走；
3. 练就应急响
应能力。

线下业务受重创

线上支付存机遇

专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