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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央行发布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联盟大讲堂》第二期——移动金融安全技术主题研讨会在京圆
满落幕
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震撼发布
华为张平安：今年前三季度 Huawei Pay 刷卡交易超过 500 万笔

【监管动态】
央行发布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12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17 年第三季度支付
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银行卡跨行
支付系统联网特约商户 2 515.52 万户，POS 机具 3099.76 万台，
ATM 机具 94.77 万台，较上季度末分别增加 95.68 万户、199.81
万台、4 202 台。全国每万人对应的 POS 数量 224.18 台，同比
增长 18.12%，每万人对应的 ATM 数量 6.85 台，同比增长 3.53%。
移动支付业务增长较快。第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
支付业务 381.35 亿笔，金额 523.47 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
务 120.87 亿笔，金额 439.8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4%和
1.37%；移动支付业务 97.22 亿笔，金额 49.26 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46.65%和 39.42%；电话支付业务 4 108.90 万笔，金额
2.16 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55.89%和 61.98%。第三季度，非银
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778.33 亿笔，金额 38.98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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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增长 76.78%和 47.99%。

【联盟动态】
˙˙˙ 联盟新闻 ˙˙˙
《联盟大讲堂》第二期——移动金融安全技术主题研讨会在京圆
满落幕
12 月 15 日下午，北京移动金融产业联盟《联盟大讲堂》第
二期——主题“移动金融安全技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联
盟会员单位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主办单位，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及各联盟成员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会议围绕移动金融安全技
术，对 TEE 可信环境、生物特征识别、TUI 技术等进行交流，对
金融盾（手机盾）等金融安全产品进行深度技术剖析，与会代表
共同探讨移动金融产业安全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前景。联盟会员单
位内的行业专家、商业银行业务及技术负责人近 60 余人出席。

【产业动态】
˙˙˙ 支付+ ˙˙˙
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震撼发布！
12 月 11 日，中国银联携手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等产业各方
共同发布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作为各方联手打造的全新
移动端统一入口，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汇聚各家机构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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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付功能与权益优惠，致力成为消费者省钱省心的移动支付管
家。“云闪付”APP 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各家商业银
行与银联共同开发建设、共同维护运营，汇聚产业各方之力的移
动支付统一入口平台。通过这一 APP 即可绑定和管理各类银行账
户，并使用各家银行的移动支付服务及优惠权益——从银联二维
码扫码支付到各类手机 Pay 开通申请，从信用卡全流程服务到
Ⅱ、Ⅲ类账户开户，从个人实时转账到各类场景消费支付，只要
通过手机可以操作的支付功能都将陆续在“云闪付”APP 内实现。
同时，为了让用户清晰辨识使用“云闪付”的各类场景，优化后
银联视觉识别体系（VI）全新亮相。

中行携手移动推出联名卡，支持“全球支付”
近期，中国银行携手中国移动联合推出“中国移动&中国银
行联名卡”，继去年 6 月中行与中移动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联名
卡产品的诞生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在支付创新领域的合作。目前，
湖南中行已推出该系列“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该卡分别
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中国银联合作推出，具有白金卡及金卡两
种产品等级，完美融合四大品牌金融与通信服务优势，全方位满
足客户对多样化品质生活的追求。该卡支持全球支付，为中国移
动手机用户量身定制了丰富的通讯权益，办卡自动成为中国移动
俱乐部会员、开通“和包支付”获话费券，持卡人可享受专属话
费充值立减、专属话费折扣券、刷卡满额赠流量包等优惠，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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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快速安检、综合出行保险等商旅礼遇。

岭南通二维码标准明年对外公布，将联合腾讯推乘车码
据会上消息，岭南通公共交通二维码标准将于 2018 年 4 月
完成专家评审，2018 年 6 月该标准将正式对外发布。按试点城
市的使用情况，岭南通及相关起草编写单位将于 2018 年 6 月前
进一步修订完善标准和系统。会上，岭南通公司与腾讯公司就“乘
车码”的创新应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岭南通乘车
码”在广东省公共交通领域的覆盖应用。另外岭南通公司与广东
移动签订了 NFC-SIM 卡岭南通应用合作协议，除原有的全终端手
机空发岭南通卡(将岭南通应用加载在手机中)外，将岭南通应用
加载到 SIM 卡当中，减少对手机型号的依赖，进一步延伸岭南通
的手机端产品布局。

杭州城管委携支付宝首创道路停车无感支付 加速智慧城市建设
11 月 29 日，杭州城管委携手支付宝，在全国率先上线道路
停车无感支付。开通支付宝免密支付的车主停车结束时，不需要
再等待收费员前来收费，不用掏现金甚至不用掏手机缴费，就可
以直接开车离场。据测算，车主能因此节省 85%离场缴费的时间，
收费员的管理效率也能提升一半以上。公开信息显示，继今年 6
月 20 日，上海虹桥机场落地全国首个支付宝无感支付停车场后，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十几个城市，覆盖高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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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医院、学校等丰富生活场景的停车场都
已相继改造成为无感支付停车场，预计到年底可覆盖停车场近 1
万个。

四川绵阳公交率先在全省实现“全支付”乘车
11 月 28 日，四川绵阳公交“全支付”暨“畅行巴蜀• 金融
IC 卡交通便民工程”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绵阳市正式开启乘
公交“全支付”新模式。据介绍，“全支付”是非现金支付的绿
色环保支付方式，除了可刷绵州通卡外，还可以采用支付宝、微
信、翼支付、和包支付、云闪付银联卡及 ApplePay 等各种支付，
真正实现“全支付”功能。

今年底江西 800 条收费车道将开通手机支付
用微信支付高速通行费，今后将成为江西省的常态。11 月
30 日，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全省正在打造标准化 ETC 车道，
同时货车也将全部实现不停车收费，今年底全省 800 条左右的收
费车道可实现无现金手机支付。有关人士表示，“收费方式逐步
从有人向无人转换，现金向非现金转换，是未来一段时间江西高
速收费通行的发展方向。”另外，正在改扩建的昌九高速有望融
入智慧系统，实现路况信息自动推送。

支付宝乘车码进入广州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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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广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今
天下午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这一战略协议框架下，广州
市交通委员会、宣布，与蚂蚁金服、佳都科技达成战略合作，从
今天开始，包括广州 BRT 快速公交、南沙、花都全线和番禺部分
线路在内的 4000 辆公交车，就可以刷支付宝二维码乘车了。广
州 BRT 是广州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均客流量已达
85 万人次，最高达 140 万人次。是全亚洲最大的快速公交系统。
现在，市民只需要在支付宝上搜索“羊城通乘车码”进入羊城通
乘车码小程序，就可以开通广州羊城通乘车码。

˙˙˙ 区块链 ˙˙˙
澳洲证交所：将首次引入区块链处理股票交易技术
首家正式用区块链技术处理交易的交易所诞生了!澳洲证交
所(ASX)宣布将使用区块链来处理股票交易，这对于整个区块链
行业来讲，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重磅消息。ASX 也成为全球首家正
式启用区块链技术的大型交易所。据澳洲证交所文件，周四澳洲
证交所将引入区块链处理股票交易的技术，技术的提供方是区块
链 初 创 公 司 数 字 资 产 控 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Digital Asset
Holdings LLC)，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Blythe Masters 是前摩根大
通银行家。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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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科技积极参加 2017 贵阳大数据与网络安全攻防演练 喜获
奖牌
11 月 21 日至 28 日 2017 贵阳大数据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在
经开区圆满举办，本次演练活动以“共建安全生态，共享数据未
来”为主题，八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 21 支检测队伍、14
支应急响应队伍以及 36 支防守队伍齐聚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
范区，上演了一场“真枪实战”的网络攻击防卫战役。众人科技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高新技
术企业，积极配合组委会工作，安全攻防实验室派出安全技术精
湛、经验丰富的团队参加本次攻防演练，依靠多年来的网络安全
经验和先进技术，在此次演练活动中，发挥出色、成果显著、效
果突出，被主办方授予了“安全创新奖”。

通付盾实力斩获“2017 苏州金融科技影响力品牌”奖项 领跑金
融科技
11 月 24 日，由苏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
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苏州银监分局、苏州银行业协会指导，腾
讯·大苏网主办的“2017 苏州金融科技影响力”评选活动颁奖
盛典在苏州正式拉开了帷幕。通付盾凭借六年来在创新服务、创
新运营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成功斩获“2017 年苏州金融科技
影响力品牌”大奖，既彰显了通付盾不俗的技术服务实力及品牌
影响力，也充分表明了行业对通付盾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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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连通金融与世界，中科聚信（SCAI）赴泰金融科技交流！
11 月 27 日中科聚信首席执行官马占军先生与泰国泰华农业
银行、泰国中央银行高层领导一行进行了友好会面，双方就国际
行业发展形势、业务模式及合作意向进行了深入且全面的沟通。
本次中科聚信（SCAI）泰国之行，与泰国金融机构会晤是为实现
与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多方合作搭建桥梁，同时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与相互带动，将促进双方市场的快速发展与技术交流，更为全
球金融科技行业协同创新，产业链共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SCAI
希望通过中科聚信践行“以科技连接金融与世界”的道路上，创
造更有价值的行业产品与解决方案，将中国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技
术与世界共享的同时，为实现我国“一带一路”宏图上的经济共
同繁荣添砖加瓦。

AI 速度革命荣耀 V10，Huawei Pay 续航智慧交通新里程
11 月 28 日，
华为荣耀新款旗舰机型——荣耀 V10 正式发布，
荣耀 V10 主打 AI 人工智能，是首款搭载麒麟 970 处理器的荣耀
手机，将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的使用体验。同时，华为旗下移动
支付服务——Huawei Pay 也加码了该款年度科技旗舰终端设备，
为智慧交通新里程续航。作为华为倾力打造的移动支付服务，
Huawei Pay 凭借华为的品牌优势和便捷的用户体验，受到广大
用户的青睐与认可。针对用户在交通出行中面临的诸如交通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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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易损坏、跨区域不兼容、排队充值等方面的困扰，Huawei
Pay 与各地交通卡卡公司进行合作，推出了手机交通卡业务，用
户仅需刷手机便可乘坐公交、地铁，改变了传统的出行体验。

飞天诚信全新系列有源卡产品闪耀 2017 法国戛纳国际智能卡展
11 月 28 日-30 日，法国智能卡展在法国戛纳影节宫盛大开
幕。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多次参加法国智能卡展，
此次携全新系列有源卡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亮相卡展现场。飞天
诚信此次展会分别展示了 Power Card、FIDO® U2F、移动支付终
端和 Made for Mobile 四个系列产品。另外，dCVx2 动态验证码
卡、指纹卡、QR 二维码有源卡、BLE FIDO 有源卡、万卡合一有
源卡等等也同期展出。其中，飞天诚信最新 dCVx2 动态验证码卡、
指纹卡、QR 二维码有源卡产品现场演示惊艳全场，魅力无穷。

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戴文龙局长一行领导 莅临金联汇通
调研
11 月 30 日，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戴文龙局长，沈晓
洁副局长一行领导、专家，在江苏科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帆的陪同下，莅临公司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网络电子身份技术
事业部吕良警官、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工程办公室金连磊老
师、金联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宏杰先生及其他人员对
公民网络身份标识系统（eID）进行了应用交流、研讨。金联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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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总经理郭宏杰主持了此次会议。郭宏杰表示，金联汇通在网络
身份领域具有一定领先地位，但在食药监领域还在摸索和学习，
希望能够在食安指数办及江苏科佳的指导下，根据常州具体情况
提供相应解决方案，用专业的技术、严谨的态度又好又快的满足
合作方需求，推动 eID 在全行业的快速应用落地。

华为将在 2019 年下半年推出 5G 智能手机
12 月 3 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华为消费
者业务 CEO 余承东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透露，
华为也将于 2019 年
推出支持 5G 的麒麟芯片，并同步推出支持 5G 的智能手机。在
5G 部署方面，华为正走在行业前列。华为提出了预商用网络的
概念，开发出全套的端到端预商用系统。并在不久前与韩国运营
商 LGU+结合 IPTV，无人机 VR 直播业务共同测试了全球首个
5G3.5GHz 频段 CPE 以及 28GHz 频段 CPE。终端的成熟将进一步
推动 5G 的商业化进程，
是 5G 产业真正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恩智浦加盟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开放平台
12 月 4 日，恩智浦半导体宣布正式成为百度 Apollo 开放平
台的合作伙伴。百度与恩智浦于今年七月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基于自动驾驶系统及硬件解决方案展开全方位的商业与
技术协作，联合为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车载信息安全提供
全面可靠的解决方案。Apollo 开放平台旨在向汽车行业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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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领域的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开放、完整、安全的平台，帮助他
们结合车辆和硬件系统，快速搭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自动驾
驶系统。根据协议，恩智浦将与百度共同进行辅助驾驶与无人驾
驶解决方案的技术研发，制定人工智能算法与硬件平台结合的方
案，构建全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推动相关技术与服务在汽车
行业的应用。

华为张平安：今年前三季度 Huawei Pay 刷卡交易超过 500 万笔
12 月 5 日消息，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与金融论坛
在乌镇举行。华为消费者云服务总裁张平安出席并分享了移动终
端发展对于金融产业的重要意义。张平安指出，手机等移动终端
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和支撑了传统金融的移动互联网化，有
助于建立绿色安全的金融环境，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助力普惠
金融实现，让金融服务更好地连接到终端用户。12 月 5 日消息，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与金融论坛在乌镇举行。华为消费
者云服务总裁张平安出席并分享了移动终端发展对于金融产业
的重要意义。张平安指出，手机等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
动了和支撑了传统金融的移动互联网化，有助于建立绿色安全的
金融环境，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助力普惠金融实现，让金融服
务更好地连接到终端用户。

银行卡检测中心应邀参加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天津于家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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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天津于家堡峰会暨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天津基地入驻仪式在天津市成功举办，本次论坛
以“新时代 新金融 新科技 新安全”为主题，聚焦金融和科技
融合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革和新挑战，深入探讨科技驱动金
融业转型升级、互联网金融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银行卡检测中
心作为互金协会理事单位和技术支撑机构应邀参会，中心总经理
渠韶光以“共筑网络安全新生态 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
题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中心在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与技术检测方
面的心得体会。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新形势以及新挑战，中心近年
来积极布局，在前沿技术研究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工
作。一是全力支撑央行构建移动金融安全可信保障体系；二是参
与互联网金融领域合规保障与案件协办；三是开展数据安全保护
等专业技术领域实践；四是建设多个专项研究实验室。

众人科技多款新产品亮相 2017 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 颇受关注
12 月 8 日，以“智慧生活 创享未来”为主题的 2017 第七
届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正式拉开序幕。众人科技受邀参展，携带
多款创意产品亮相展会，包括创新型密码技术 SOTP 系列产品、
信息安全防护手包、信息防泄露保护卡等，颇受现场观众喜爱。
面对移动互联网认证和支付安全新需求，众人科技自主研发的创
新密码技术 SOTP 实现了密钥与算法的融合，在无需增加硬件 SE
的前提下，采用纯软件的形式解决了移动设备中密钥安全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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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问题。同时基于“一人一算法+一次一密”的安全特性，
结合多因素身份认证，并与风险感知、大数据分析主动防御机制
配合，能有效保护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认证安全、个人信息安
全以及应用数据安全，实现云端统一化认证。

金联汇通携 eID 技术及应用亮相“网络空间可信峰会暨中国网络
可信身份战略研讨会”
12 月 14 日-15 日，金联汇通受邀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
协调局和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指导，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网络空间可信峰会暨中国网络可信
身份战略研讨会”上发表 eID 主题演讲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网
络身份技术、应用案例展示，发布最新业务成果。金联汇通作为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签约的首家 eID 网络身份运营机构，代表第三
研究所 eID 网络电子身份技术事业部参会。金联汇通 CTO 刘海龙
博士，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表了以“eID 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体系应
用实践“为主题的精彩演讲。介绍了作为权威网络身份服务机
构，在 eID 生态圈中包括 eID 发行服务、eID 云解码技术、eID
贴膜卡发行等多个应用场景及成果。

2017 国际物联网安全分析及应用峰会顺利召开
由山东省物联网协会及济南高新区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主
办，北京智慧云测科技有限公司及山东智慧云测信息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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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办的“2017 济南-国际物联网安全分析及应用峰会”在济南
顺利召开。本次峰会邀请了国际、国内物联网行业顶尖协会、检
测认证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演讲，同时峰会吸引了物联网产
业链相关的标准组织、联盟、检测检验机构、厂商、服务商、高
校等百余人参会。众多行业专家齐聚济南，共同探讨物联网安全
话题。

通付盾移动安全实验室发布 2017 移动互联网勒索病毒专项研究
报告
国内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新的主体，为了预防移动互联网勒
索病毒大规模爆发，避免企业、个人遭受损失，同时也为行业监
管机构出台政策法规提供移动互联网勒索病毒依据，通付盾移动
安全实验室依托多年专业的移动安全的服务能力和技术积累发
布《移动互联网勒索病毒研究报告》，对勒索病毒形式、产业链
等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分析，希望引起大家对移动互联网安全重
视，保障中国移动互联网安全。《报告》发布有助相关部门出台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合理规划网络安全发展策略，净化网络空
间安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助力移动互联网快速、安全发展。

全方位多维度，恩智浦与阿里云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恩智浦半导体日前宣布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云 Link 正
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基于现有的合作基础围绕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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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应用展开全方位、多维度的合作，共同为物联网安全提供有力
保 障 。 恩 智 浦 和 阿 里 云 Link 通 过 在 全 系 列 微 控 制 器 以 及
Layerscape 网络处理器平台上，集成 AliOS Things 物联网操作
系统，成功合作开发了智能零售、智能家居、智能音箱等解决方
案。同时，恩智浦 i.MX + TEE OS 以及恩智浦 Layerscape 平台
+ TEE OS 的安全解决方案是目前市场上率先承载了阿里云 TEE OS
平台的嵌入式系统，可成功应用于车载娱乐、车载导航、二维码
支付扫描、以及物联网设备等应用系统中。

北信源多名技术人员获“十九大网络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近日，由北京市网信办主办的党的十九大北京网信工作总结
交流会在京举行，会议指出，在党的十九大期间，首都网信人在
宣传策划、互动审核、技术保障、舆情报送、党务工作等各环节
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做出了“十九大味道”。 会上，北京网
信办表彰了一批在十九大期间表现出色的党组织、集体和个人，
北信源公司技术总监何悦先生、研发总监姜一先生、技术工程师
丁昌舜先生和来自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多家知名网信企业
的相关从业人员获得了“网络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金雅拓 eSIM 技术为微软 Surface Pro with LTE Advanced 打造
始终联网体验
金雅拓日前为微软 Surface Pro with LTE Advanced 提供嵌
17

入式 SIM（eSIM）解决方案。微软 Surface Pro with LTE Advanced
于 2017 年 12 月份面向商务用户开售，在微软笔记本电脑系列中
互联程度最高。金雅拓助力微软 Surface 成为 Windows 生态系统
中首款完全集成嵌入式 SIM 卡的个人电脑。金雅拓先进技术支持
创新型 Surface Pro with LTE Advanced 的用户进行移动订购无
缝激活。这种顺畅体验整合了金雅拓的远程订购管理解决方案和
Windows 10 系统。Surface 用户期待其产品交付先进技术，而金
雅拓 eSIM 解决方案让所有可连接选项实现即开即用，包括设备
本身的蜂窝数据订购。

2017 物联网安全现状与发展交流会在京圆满落幕——豆荚科技
荣获 TAF 首家 TEE 安全产品测试认证
2017 物联网安全现状与发展交流会于今日在北京圆满落幕，
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TAF）信息安全工作组（WG4）与泰尔终端
实验室（CTTL-T）联合主办。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工作组
成员单位参会。本次会议旨在与产业界各方共同探讨物联网发展
的安全技术与思考。会议邀请了华为海思半导体无线终端芯片、
高通、ARM、中国联通研究院、NXP、英飞凌等知名企业的行业专
家在会上进行了精彩的技术分享，深入探讨当前物联网安全现状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会议最后进行 TAF WG4 年度颁奖仪式。颁奖
仪式上，泰尔终端实验室信息安全部主任工程师国炜颁发了 TAF
年度重量级奖项：TAF 首家 TEE 安全产品——豆荚科技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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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 ISEE V2.0。本次测试所检技术指标共 20 项，全部通过
IT 产品信息安全认证测试。这是第一个中国企业完成的 TEE 产
品安全性能测试，也是业内 TEE 产品首次通过国内实验室检测，
标志着豆荚科技 TEE 产品在安全性上的全面提升，也是对豆荚
TEE 产品安全性的全面肯定，是国内自主 TEE 安全标准符合性检
测的一个里程碑。

飞天诚信中标亿联银行统一安全认证平台项目
近日，东北首家获批筹建、首家开业的民营银行——吉林亿
联银行对统一安全认证平台项目进行招标，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凭借丰富的同类型项目经验、成熟的产品技术和优秀的服
务保障能力，在众多竞标厂商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该项目。本
次项目将以飞天诚信安全认证平台标准产品为基础，结合亿联银
行实际需求，为亿联银行建立统一安全认证平台，作为综合的基
础服务平台，统一为银行内各业务系统提供各类安全服务及管理
功能。平台将融合分散在各系统中的用户认证信息及认证方式进
行集中管理，实现用户统一的单点登录和权限管理，并扩展增加
多种新的安全服务，使平台具备密码认证、短信认证、OTP 认证、
扫描二维码认证、FIDO 指纹认证、人脸识别认证等多种强身份
认证、单点登录及电子签章服务能力，提供标准统一的接入接口。
支持各业务系统快捷集成接入，满足银行在各类业务场景下的强
身份认证需求及在线签约需求。同时支持已集成的系统通过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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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即可切换识别方式和认证策略，灵活的组合应用安全服
务。

六大卡组织悉数认证 联迪商用 AECR C10 率先实现“全球通”
联迪商用 AECR C10 智能收银机已悉数完成全球六大信用卡
组织（China Union Pay、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
Discover、JCB）的支付相关测试并获颁相应证书，成为第一款
具备金融“全球通”能力的智能收银机。AECR C10 完成的上述
支付相关测试具体包括 UnionPay 非接终端、Visa PayWave、
MasterCard PayPass

、 American Express ExpressPay 、

Discover D-PAS、JCB J/Speedy 等。另外，还通过了 PBOC L2、
EMV L2 等国内国际标准的专业检测。不管是接触交易还是非接
交易，AECR C10 都获得了全面、权威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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