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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需求

 平台类商户、产品代销、分销、业务提成等需求较为突出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采用便

捷的电子支付方式来取代原有的现金收款，特别是物流企业和电商企业为达到简化资金业

务流程的目的而采用第三方支付手段来满足其支付诉求，加快资金的周转回笼效率并大幅

提升自身业务服务水平。

 提较多企业对于线上线下融合支付及资金分账的需求旺盛，原有的支付工具已不能满足这

些企业在新型业务模式下的多样化需求，而由企业自行建设资金分账业务也面临着流程复

杂、资金风险高等难题

 前不管是银行还是第三方收单机构均已建设了基于其内部系统的资金清算分账功能，但其

分账功能尚不能满足跨行实时分账要求，且所具体应用的场景有限，此类业务也并非是银

行和第三方收单机构的核心业务

分账业务推出背景



分账产品场景举例

物流公司在银联订单系统

创建订单，物流配送人员

协助用户在指定POS机具

上根据订单进行付款。

学员在线教育平台购买产品，日培训期

满，学员向平台提交培训质量评估意见

，在线教育平台据此向培训机构划付培

训款项

02

保险代理人在银联订单

系统创建订单，用户人

在指定POS进行付款。

保险代理

01
票款直接划入铁路总公司

账户，手续费汇总至代理

机构账户

票务代理

03
缴纳的学费和杂费需要按照不同的科

目划付至学校基本户和财政专户中，

学校缴费

03
电商平台作为上游供货商和下游买方

之间的中间平台，既可获得交易撮合

销售分成，也可以获得加价销售利润

电商平台

在线教育

多渠道公缴费

物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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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账产品定义

 产品定义

 银联分账产品是面向电商、物流、票务代理、保险、旅游、中介、会展等行业，依托银联

清算系统、全渠道和商户服务平台等银联内部系统，为行业商户提供的以线上、线下联机

交易资金分账为主的资金清结算类综合产品。

 产品特点

 清算目标：清算目标主包含交易本金和交易手续费，通过分账规则配置实现对这两部分组

成资金的独立分账

 实现方式：通过建立中间过渡账户、遵循先收后付原则来实现的资金归集及划付交易组合

 灵活性：而本产品支持按照商户实际需求进行分账，灵活性远高于多方分润



业务参与方

 商户（一级商户）

• 负责提出分账业务开通申请，对其下二级商户进行管理，承担相关风险，兜底二级商户；

• 必须为银联直连商户，银联代理清算；

 收单机构

• 为商户提供收单接入服务，需与银联签署银联代理清算协议，帮助商户完成分账参数配置；

 中国银联

• 根据商户需求为商户提供分账服务；

• 设置银联过渡账户，提供一定担保职能，先收后分；

• 作为业务的主体方负责业务的市场推广与日常运维，协助商户配置正确的分账规则并按此完成商户

资金的清结算



分账清算线上、线下系统架构

                                 CUPS

商户

全渠道平台

CUPA

清算系统

传统POS

mPOS

mPOS模块

支付

银联系统 前端渠道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发卡行系统

 线上线下交易过程

线上商户通过银联在线支付和银联

手机支付系统接入，上送交易到全

渠道；线下商户通过传统POS、

mPOS接入，上送交易到CUPA；日

终按照该笔交易对应的商户预先配

置好的分账规则处理；



分账步骤

交易上送

分账规则

担保清分

分账清分

分账清算

交易闪送渠道支持：线上渠道、线下POS

分账规则支持：按固定比例，按固定金额、兜底金额

分账对象支持：按二级商户号、按角色分账

分账周期支持：按分账规则进行T+N

分账资金流向：先收后分

交易资金先收后分



分账清算原理



分账清算资金流向



分账规则类型

清算平台解析商户分账域“各

二级商户的入账金额”，直接

根据解析的结果对二级商户进

行分账

交易上送分账对象和金额

对于该类型，清算会根据联机上送的商

户分账域中的分账决定要素去后台匹配

本金和手续费的分账算法

按分账ID匹配分账规则

纯线下商户，如：商场固定摊位根据“

终端号“确定摊位参与商品交易额的本

金分成、手续费分摊比例

按终端号匹配分账规则

分账类型2



分账算法类型

step
总本金比例

step
剩余金额

step
本金兜底

step
固定金额

step
总本金比例

step
总手续费比例

step
本金兜底

step
固定金额

VS

算法类型可以支持兜底算法；默认是一级商户进行本金的兜底、手续费的兜底

本金分账算法 手续费分账算法



分账周期和资金划付

本产品对分账商户支持T+N划付。分账清分时，对每个

分账商户（包括一级商户自身），记录各自的分账周期

进行入账。特别的，对退货/差错交易，分账周期按如下

规则确定：

已划付
若原交易已划付，则该

笔退货/差错T+1划付。

未找到
如找不到原交易，对退

货交易，则根据当前的

商户参数确定商户的分

账周期。对差错交易，

则T+1划付

未划付
查原交易是否已到期划

付，若原交易未划付，

则同原交易划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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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入网开通条件

 一级商户作为直连商户直接通过全渠道或银联CUPA系统完成在银联入

网

 收单机构需同银联签订代理清算协议，并开通小额代理清算业务

 一级商户与银联事业部或分公司签署分账业务协议，参见附件《中国

银联代理直联商户资金分账业务协议书》

 收单机构应签署收单责任承诺函；

满足以上条件后，业务运营中心负责审核相关材料，并为收单机构、一级商户分配对应的权限



商户入网开通流程

《商户分账业务开通申

请表》 、《收单责任

承诺函》、 《资金分

账业务协议书》

业务运营中心检查参数

有效性，并为之生效。

科技事业部提供必要技

术支持。

收单机构配置分账参数

一级商户配置分账对象

，分账规则

商户进行生产验证（暂

无测试环境）。

提出申请 配置参数 参数生效 生产验证 技术支持



异常资金处理

财务部通过服务单向业务运营

中心提交垫付核销申请，服务

单中应明确垫付核销针对哪一

个一级商户、二级商户，确认

无误后在资金服务平台完成垫

付核销操作。

垫付核销

业务运营中心收到用户的挂账释放申请

后，核实银联过渡账户的可用余额，如

可用余额大于释放金额，则在资金服务

平台完成释放操作。

应结未结挂账释放

商户在商户服务平台将账户信息修改正

确（或做其他账户信息确认工作），然

后通过服务单向业务运营中心提出退汇

重提交请求。

退汇资金处理

关键词三



清算文件报表

功能说明：对参与分账的一级商户，按清算日生成商户对账文件；
文件生成条件：一级商户在分账商户信息表有配置，但当日无到期交易，也生成空文件；
文件名：一级商户代码_YYMMDD_MCOM

16 分账总本金 X+N12

17 分账总手续费 x+n8 总手续费

18 一级商户代码 42 n15

19 一级商户分账本金 X+N12

20 一级商户分账手续费 x+n8

21 二级商户代码 n15

22 二级商户名称 ans40

23 二级商户分账本金 X+N12

24 二级商户分账手续费 X+n8



一级商户资金报表

功能说明：为运营中心生成，供其了解每个一级账户的资金情况，以便核对总账。
文件名：RD4012YYMMDD??，其中??为批次号，目前取值为99；
文件下发：统一放在日期/运营机构目录下。下发给运营中心。



二级商户资金报表

功能说明：为一级商户生成，体现每个二级商户的资金情况，包括垫付、应结未结、本期划付资金；
文件名：RD4011YYMMDD??_一级商户代码，其中??为批次号，目前取值为99；



附录：运营制度、协议、手册、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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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账产品可能的收入来源

T+N时可形成资金沉淀，但目前难以

按MCC区分，带来收益的分账难度

未来可以按笔数，阶梯比例收费 间接收益，社会效益？

资金沉淀
收益

分账服务费
收益

其他可能
来源？

为加快推广业务，实现规模效应，同时考虑到目前系统尚不具备分账服务费计费收费功能，建议分账业务2018年6月

30日前免收服务费。目前产品功能和服务水平与市场同类产品尚有差距，例如缺少面向商户的便捷的查询服务入口、

支持的交易种类尚不丰富、交易明细文件待完善等，因此未来收费价格也不宜高于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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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账业务现阶段进展及状态

 分账功能一期已上线

 第一家商户“福特派”已投产

 分账产品运营制度已完成意见征求，即将交付运营

 已初步具备推广条件



下一步产品计划
01

二维码主扫，被扫；

计费、收费功能；

融合场景支持；

产品功能完善

03
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录入上

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录入上述图表

的综合描述说明。

场景拓展

02

改造指南、测试环境等

一级商户按照分户分账

挂账资金自动释放

运营环境完善

04

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录入

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录入上述

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

市场推广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