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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机数量再降超1万台

移动支付产业链对传统ATM机的冲击

依旧在持续。

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ATM机数量呈现

明显的下滑趋势，2020年ATM机数量较上年

末收缩8.39万台，全国每万人对应的ATM机

数量由2019年的7.87台下降至7.24台。截至

2021年末，ATM机共有94.78万台，较上年末

减少6.6万台，每万人拥有ATM机6.71台，同

比下降7.34%。

ATM机数量下滑背后是非现金支付业

务的稳步增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一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967.3亿笔，金额1149.8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0.74%和7.91%。

谈及ATM机数量下滑的原因，博通分析

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分析指出，主要

是移动支付的快速增长，对现金支付需求造

成了冲击。

近日，上海多家银行ATM机被限制存取

一体功能引发行业热议。据相关媒体报道，不

少上海市民表示，有多家银行关闭了ATM机

存取一体的功能，改为仅能存钱或仅能取钱

的单一功能，且不能循环存取。

对于银行ATM机功能被限，取款市民讨

论不一，有市民认为，出于运营维护成本的考

虑银行对ATM机维护不及时。也有市民表

示，作为存取现金工具的ATM机在重要性和

必要性上已大不如前，如果不能循环存取，当

现金取完ATM机也就不能继续服务，遇上

“罢工”的机器只能自认倒霉。

王蓬博进一步指出，虽然数量在不断下

滑，但ATM机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首先，在

满足用户存取现金的基础需求方面，ATM机

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其次，ATM机升级改

造也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目

前ATM机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取现、存

钱、转账等业务，已经升级为能够提供智能化

可交互的金融服务，这在未来实际上有着巨

大的想象空间。

“卡位”数字经济转型

当前，银行网点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趋势，ATM机的功能也在不断完善过程

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当前各家银行已开

始对ATM机进行改造升级，产品功能不再局

限于取现、存钱、转账等业务，有部分银行已

将人脸识别技术、智能化交互服务进行提升。

在数字人民币方面，2021年我国数字人

民币应用场景和试点区域不断扩容，逐步渗

透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

政务服务等生活场景，越来越多的ATM机也

在进行相应的升级。北京商报记者此前在实

测过程中发现，数字人民币取现交易非常便

捷，在ATM机上选择“数字人民币”，然后输

入手机号，并在机具上输入发送到手机的短

信验证码，选择服务项目点击“兑回现金”，输

入兑换金额及钱包支付密码，便可从钞箱中

取出现钞。存现的流程前几步与取现一致，在

输入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操作后，在选择服

务项目时点击“现金兑换”，并放入现钞至钞

箱、输入钱包支付密码，便可交易成功。

ATM机厂商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广电运

通在2021年年报中指出，该公司实现数字人

民币硬钱包的发放、数字人民币的存取等功

能，增加公司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多场景的

支持数字人民币功能的创新方案。恒银科技

也在2021年年报中表示，行业厂商将从不同

方向切入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研发、场景应用

及市场拓展工作，在数字人民币支付通道、银

行数字人民币业务系统、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和数字人民币开立设备，数字人民币场景全

链路建设能力等多个方面。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指

出，伴随“智慧网点”“数字人民币ATM机”等

项目推进，一些具有智能化、一体化特点，应

用了最新技术的设备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前

景。因此，ATM机一方面需要顺应数字经济

发展的潮流，对业务流程及终端设备实施数

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也需要洞察用户的实际

需求，从用户体验提升、用户价值挖掘等层

面切入来增强使用频率、发挥更大价值。

在王蓬博看来，ATM机厂商有两个转型

方向，一个方向是自身的升级，从硬件厂商转

型升级成为银行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利

用好手中现有资源提升对银行的系统服务

能力；另一个方向是做好ATM机服务升级，

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提升金融网点服务的便

捷性和可得性，例如增加数字人民币存取服

务等金融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市场持续萎缩，ATM机的使用率正在逐渐降低。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

《2022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ATM机共有93.67万台，较上季度末减少1.11万台，全国每万人对应的数量环

比下降1.17%至6.63台。在分析人士看来，ATM机数量缩减主要是移动支付

的快速增长对现金支付需求造成了冲击，ATM机一方面需要顺应数字经济发

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用户体验提升、用户价值挖掘等层面切入来增

强使用频率、发挥更大价值。

人员调整

蚂蚁最近的一次人员调整，是近两日舆

论高度关注的支付宝高层更换一事。

8月2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支付宝

（中国）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将由井贤栋变更

为倪行军。支付宝方面已向工商部门提交变

更申请并获批，但截至目前，相关工商信息暂

未做出相应变更。

对此消息，北京商报记者也获得了官方的肯

定回应。当日支付宝方面告知，“这是支付宝正常

的公司治理举措，符合公司运营实际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亦从蚂蚁集团内部人士处

获悉进一步情况，该人士介绍，自蚂蚁集团

CEO胡晓明（花名“孙权”）宣布辞职后，支付

宝总裁位置一直空缺，对于公司内部来说，倪

行军除了担任CTO，实则也兼任支付宝总裁

位置，只是现在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

“整个变动对蚂蚁来说其实没有太大业

务影响。”该人士表示，此次法定代表人更换，

主要是为业务剥离、厘清权责所考虑。目前，

井贤栋主要担任蚂蚁集团董事长一职。

事实上，近期支付宝人员调整频繁。就在

此前，支付宝数字互联板块（支付宝App）的

主体公司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

发生董监高变更，由支付宝App负责人李娟

出任总经理。

此外蚂蚁也在逐渐从阿里脱钩，从7月26

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2022财年年报就有体

现。其披露的最新合伙人名单中，除此前宣布

退休的部分成员外，来自蚂蚁集团管理层的

相关成员中，包括井贤栋、倪行军、曾松柏、彭

翼捷等也不再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

北京商报记者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悉，

蚂蚁集团实则早就在推进从阿里独立事项，

截至目前组织架构已经完全切开。

“蚂蚁从阿里独立是最早完成的，在数据

和人员方面早就已经完成‘断直连’。后续蚂

蚁和相关体系内的公司也正在独立运营和品

牌隔离中，但具体对外方案还没有公布，总之

就是，从上到下都要断，这既是出于监管要求

的考虑，另外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有利于后

续的健康发展。”该知情人士补充道。“例如以

前阿里和蚂蚁可能还有机会内部流动，但现

在估计很难了，完成组织架构切割后，现在虽

然没有完全断掉，但是转岗会很难，需要辞职

再入职，所有运营都要绝对独立。”不过，北京

商报记者从另一蚂蚁集团内部人士处获知，

目前蚂蚁集团各业务线之间仍可转岗，具体

后续是否会调整切割，暂不得而知。

“蚂蚁管理层不再担任阿里合伙人，均体

现为阿里与蚂蚁的进一步隔离，是完善双方

公司治理及合规性的举措。”零壹研究院院长

于百程评价道。

“可以看出，此次蚂蚁集团调整也是为和

阿里巴巴集团业务进行脱钩，脱钩能够让蚂

蚁集团主业经营更加集中，也能够更好地符

合监管要求，减少关联性，提高蚂蚁集团的业

务独立性。”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看来，蚂蚁集团的独立，主要是为了蚂

蚁集团经营的合规性，防止蚂蚁集团从阿里

导入用户流量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脱钩后，支

付宝将成为基础支付工具，有利于更好也更

公平地对待其他市场主体。

另在业务影响上，盘和林认为，“对于蚂

蚁集团，支付宝已经具备很大的市场份额，所

以脱钩不会有影响，对于阿里巴巴，失去支付

宝的独占性，可能对衍生业务有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整体轻微可控”。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进一

步指出，管理层调整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是

业务区隔，ToB和ToC业务条线划分更加清

晰明确，第二则是便于穿透式监管。在他看

来，业务区隔后更容易从自身角度考虑商业

逻辑，反而有了更大发展空间，需要注意的是

生态协同，毕竟B端依靠C端流量，C端依靠B

端服务深度。

另据了解，早在此前，监管部门就曾明确要

求蚂蚁方面提升独立性，阿里与蚂蚁必须独立

管理各自业务，并且不向对方透露公司资讯。

业务断耦合

人员区隔的目的，实则也是为实现业务

切割。

众所周知，支付宝最核心的业务是支付

能力，并在此之上进行流量服务。此前，包括

网商银行、花呗、借呗等，借助支付宝的支付

数据和引流，实现了有效的客户转化和业务

派生，赚得也可谓盆满钵满。

但遇到整改之后，一切又正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

首先是花呗、借呗的调整。2021年11月，

“花呗”“借呗”相继开启品牌隔离，正式由蚂

蚁消费金融承接，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自营业

务”；另外此前由金融机构通过蚂蚁集团发放

的三方贷款，也正式和“花呗”“借呗”隔离开

来，模式分为助贷和联合贷。

据蚂蚁集团内部人士透露，虽然“花借”

（花呗、借呗）目前在降规模，消金也有尝试增

资，但不得不说，目前消金业务整个体量过

小，可承接的业务量有限，因此后续这些业务

或更多还是会移至助贷、联合贷类业务中。

再是与“花借”一样同与支付宝深度绑定

的网商银行。今年4月，网商银行宣布暂停支

付宝提现和转账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此前，支

付宝用户可通过网商银行绑定银行卡，将支

付宝的钱转到网商银行，再通过网商银行绑

定的银行卡来免费提现，而调整后网商银行

这一“免费过桥”服务也正式断掉。对于此

举，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解读，网商银行与支

付宝突然切割，除了II类账户监管外，也或与

蚂蚁集团主动调整生态内各业务的“深度绑

定”相关。

各业务线的断耦合，其实也是为了数据

层面的断直连。

“支付宝后续应该要做单独的一个平台，

都是单独结算。包括‘花借’以后也不能直接

从支付宝层面获取数据和流量，除非在用户

授权的情况下。”前述相关知情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

可以侧面印证该人士说法的一个事件

是，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近日终止了《数据共

享协议》，阿里称将按双方向各自客户提供服

务的必要限度，根据个案并依照适用法律及

法规协商数据共享安排的条款。在业内看来，

阿里与蚂蚁终止数据共享，大概率是为监管

整改要求，满足蚂蚁集团数据治理的合规性。

事实上，此前不管是蚂蚁和阿里之间，还

是蚂蚁集团各业务线间，内部生态或多或少

都有所交叉混合，早在2020年上市进程中，蚂

蚁集团与阿里巴巴之间的数据共享与数据安

全问题就曾受到监管的关注。

“蚂蚁和阿里是两个独立主体，之前也是

平等合作关系。断开数据共享应该是从现在合

规监管和个人信息保护上考虑。”王蓬博说道。

而业务线之间切割后，也将有利于进一

步促进整个行业的互联互通。前述知情人士

提到，可以推测的是，支付宝后续成为相对独

立的平台后，甚至也可能会出现腾讯理财通

这类业务，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起来

玩这个游戏，不管是生态内还是生态外的相

关业务都是单独结算。另外，目前在淘宝支付

主要通过支付宝，那后续可能也会出现银联、

微信等更多不同的支付工具。

该知情人士进一步提到，“蚂蚁集团之前

整改中其实也提了很多版本的方案，目前这

应该是可行的方案，即各个业务线的断耦合。

除了各个业务线的人员实现区隔外，后续，蚂

蚁集团相关征信业务、‘花借’业务、网商银行

业务等也将彻底隔离”。

不过，业内也指出，蚂蚁整改路上变数不

断，前述内容仅是近期确定的大致方向，具体

后续如何执行，暂不得而知。

“从2020年12月蚂蚁集团被监管约谈之

后，蚂蚁集团的业务整改就在持续进行，其中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持金融与科技各业务的

独立清晰，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谈

及蚂蚁集团近期的变化调整，于百程评价，人

事变动主要是为满足业务层面的管理需要，

而业务切割则是为进一步满足各板块独立清

晰的要求。

接入征信机构

对于蚂蚁集团等平台金融业务整改，8月

1日也迎来了监管层的最新发声。

在央行召开的2022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

提到，大型平台企业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得

到有效遏制，整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下半

年，将督促平台企业全面完成整改，实施规

范、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发挥好平台

经济创造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

多个整改项中，数据如何断直连也是蚂

蚁集团后续要攻破的难关。

早在2021年年中，监管层就提出要求，按

照个人征信业务整改工作要求，平台机构在

与金融机构开展引流、助贷、联合贷等业务合

作中，不得将个人主动提交的信息、平台内产

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以申请信息、

身份信息、基础信息、个人画像评分信息等名

义直接向金融机构提供，须实现个人信息与

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

前述相关知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蚂蚁集团断直连工作目前正在按照监管要求

进行，可以确定的是，后续助贷和联合贷都要

通过征信机构进行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蚂蚁集团也正在尝试以入

股方式获得个人征信牌照。2021年11月26日，

央行宣布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以下

简称“钱塘征信”）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从持

股来看，蚂蚁集团持股35%，与浙江省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并列第一大股东。

不过，距彼时披露至今已经8个月，未再

有进一步新进展的钱塘征信，也让市场猜测

纷纷。

“但不管获批进展如何，可以明了的是，

一旦断直连落地，仅靠现有的征信机构，肯定

难以承载这么大的市场助贷需求，届时也需

要有更多征信机构支持行业的健康发展。”一

资深业内人士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继动刀拆贷、花呗借呗完成品牌隔离后，近期蚂蚁集团在人事上也陆续进

行了调整。

先是7月底阿里官方披露，来自蚂蚁集团管理层的相关成员退出阿里集团

合伙人行列，紧接着近两日支付宝高层也发生调整计划，支付宝（中国）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将由井贤栋变更为倪行军。“从上到下都要断，

目前组织架构已经完全切开。”正如一接近蚂蚁集团的相关知情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说道，此举既是出于监管考虑，也有利于后续业务健康发展。

对于后续整改方向，北京商报记者独家获取了更大信息量：除人员区隔外，

后续蚂蚁集团还将进一步实现业务断耦合、数据断直连…… 蚂蚁整改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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