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银⾏行行 “橙e⻅见证宝”服务平台介绍

变⾰革 创新 发展



平安银⾏行行橙e⻅见证宝（即互联⽹网交易易型平台交易易资⾦金金⻅见证服务），是基于“电商管交易易，银⾏行行管

资⾦金金”的运⾏行行诉求和监管要求，为电商平台提供交易易资⾦金金⻅见证的⾦金金融服务。通过“电商⻅见证宝”业

务系统与电商平台交易易系统对接，为电商平台搭建⼀一整套交易易资⾦金金⻅见证总分账户体系的同时，

向平台及平台⽤用户提供总分账户开⽴立、账户绑定及鉴权验证、密令控件输出、出⼊入⾦金金、银⾏行行回

单、担保⽀支付、资⾦金金清分、资⾦金金对账等⼀一体化资⾦金金管理理服务的⼀一项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类中间业

务。

Product Overview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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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为什什么需要“电商⻅见证宝”

1、“电商⻅见证宝”产⽣生的背景

监管部⻔门禁⽌止没有⽀支付牌照和⽀支付资格的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
⽀支付业务，禁⽌止其以⾃自身名义搭建具有⾦金金融属性的类电⼦子账户，
禁⽌止私设不不具有真实交易易背景、不不受⾦金金融机构管控的资⾦金金池。

中⼤大型企业纷纷尝试通过⾃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加速转型升级，整
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中⼩小微企业则依需加⼊入产业链⻰龙头企业
或第三⽅方主导搭建的电⼦子商务⽣生态圈。

B2B、B2C等各类型电⼦子商务平台⼀一般不不具有第三⽅方⽀支付公司牌
照，需要借助银⾏行行或第三⽅方⽀支付公司为其搭建⽀支付结算⽹网络。

监管部⻔门禁⽌止没有⽀支付牌照和⽀支付资格的互联
⽹网平台开展⽹网络⽀支付业务，禁⽌止其以⾃自身名义
搭建具有⾦金金融属性的类电⼦子账户，禁⽌止私设不不
具有真实交易易背景、不不受⾦金金融机构管控的资⾦金金
池。

! 监管要求

国家⼤大⼒力力推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涌现了了
众多的互联⽹网企业。同时，中⼤大型企业也纷纷
尝试通过⾃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加速转型升级，以
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

! 经济趋势

B2B、B2C等各类型电⼦子商务平台⼀一般不不具有第
三⽅方⽀支付公司牌照，需要借助银⾏行行或第三⽅方⽀支付
公司为其搭建⽀支付结算⽹网络。

! 平台需求

“⾮非⾦金金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
《⽀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

《⾮非⾦金金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理办法》

——美团因为⽆无证经营，遭到央⾏行行约谈并叫停，紧急下线充值功能，

后续运作收购了了钱袋宝第三⽅方⽀支付公司。

——携程被实名举报，在⽆无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情况下,违规开展预

付费卡业务。

⽀支付牌照价格⽔水涨船⾼高
⽬目前央⾏行行对于⽀支付牌照的管控处于收紧态势，原则上不不
再发放新牌照，存量量牌照严格审核，部分机构未获续展。
⽀支付牌照价格⾼高昂，对于电商平台来说难以承担。

国美收购银盈通⽀支付        7.2亿元 
唯品会收购浙江⻉贝付        4亿元
⼩小⽶米科技收购捷付睿通    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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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监管要求
除了了为交易易平台提供便便捷的⽀支
付通道，更更为其搭建符合监管
要求的账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
规范平台交易易资⾦金金的⽀支付流转，
使得交易易⽀支付透明化

WHY：为什什么需要“电商⻅见证宝”

2、“电商⻅见证宝” 满⾜足的需求

提供综合⾦金金融服⽅方案
为商户/⽤用户提供更更多综合性
服务，如嵌⼊入融资、理理财、
保险等服务

提升平台财务核算效率
 提供多维度对账数据，简化
平台财务对账⼯工作，提升核
算的准确度及效率

避免同业竞争
主流第三⽅方⽀支付机构往往与平
台本身存在同类经营的问题，
客户、⽀支付、交易易等核⼼心信息
很容易易被泄漏漏；⽽而平安银⾏行行与
平台属合作关系，不不存在同业
竞争和利利益冲突

增加平台公信⼒力力
平台公信⼒力力不不⾜足，利利⽤用银⾏行行
增信，引⼊入交易易担保⽀支付机
制尤为迫切，进⼀一步提升平
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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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商⻅见证宝” 产品优势

产品成熟
产品早在2014年年推出，已服务100多家电商平
台、产业链客户，产品及服务领先，可提供整
套解决⽅方案，拥有⼤大量量成功实践案例例。

系统强⼤大
系统运⾏行行稳定，并发处理理能⼒力力强，服务于近
亿⽤用户级别电商。

配置灵活
功能⾃自由组合，参数配置灵活。拥有上百个
功能接⼝口，可匹配客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
求进⾏行行功能配置。

功能丰富
与收单、⽀支付等多个产品进⾏行行打通，实现电商
平台交易易资⾦金金收、付⼀一体化管理理，提升平台产
品申请及对接效率。

增值多样
可为平台会员提供余额增值服务，使⽤用宝宝
类产品直接完成消费⽀支付。同时，可匹配平
台授信产品，提升平台⽤用户黏性。

对接⾼高效
标准化对接流程，开发及运营团队全程⽀支
持，最快可两周内完成申请⾄至投产全流程。

WHY：为什什么需要“电商⻅见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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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商⻅见证宝” 应⽤用案例例

WHY：为什什么需要“电商⻅见证宝”

电商⻅见证宝主要适⽤用于B2C\B2B\O2O等多类型的互联
⽹网交易易平台，同时也可满⾜足传统企业资⾦金金管理理线上化
的需求，应⽤用客群范围⼴广。⽬目前，与我⾏行行合作的互联
⽹网平台已超过100家，会员数过亿。其中以⼤大消费⾏行行业、
汽⻋车后市场、物流运输、医疗健康、企业软件服务等
细分⾏行行业的客户居多。

合作伙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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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6%5%4%4%

4%

36%

电商⻅见证宝客群⾏行行业分布

汽⻋车

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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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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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商⻅见证宝”的主体功能

第⼆二部分   WHAT：“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电商⻅见证宝”是为电商平台搭建⼀一整套交易易资⾦金金⻅见证总分账户体系的同时，向平台及平台⽤用户提供总分账户开⽴立、账户绑
定及鉴权验证、密令控件输出、出⼊入⾦金金、担保⽀支付、资⾦金金清分、资⾦金金对账等⼀一体化资⾦金金管理理服务。

电商
⻅见证宝

账户体系 分账户开⽴立 身份认证 银⾏行行卡验证 银⾏行行卡绑定

充值⼊入⾦金金 ⽹网关⽀支付 快捷⽀支付 智能代扣 钱包⽀支付

交易易⽀支付 担保⽀支付 直接⽀支付 批量量⽀支付 验密⽀支付

提现出⾦金金 银联快付 超级⽹网银 ⼤大⼩小额系统 深同城清算

清分对账
资⾦金金清分 在途清算 充值明细 交易易明细

提现明细 余额对账 理理财申赎 理理财收益

直接转账

交易易退款

增值模块 资⾦金金增值 融资服务 在线投保

其他服务 密令控件 动账通知 会员查询 银⾏行行明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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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WHAT：“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买/卖⽅方注册平台会员 买⽅方选择商品下单并预付货款 卖⽅方在规定时间内发货

交易易准备 交易易进⾏行行中 交易易确认 交易易结束

买⽅方收到商品并确认⽀支付货款

       基于“电商管交易易、银⾏行行管资⾦金金”的原则，电商⻅见证宝匹配电商平台端的交易易流程，可对应将不不同节点的资⾦金金进⾏行行集中
管控，包括充值类资⾦金金（充值待⽤用于交易易⽀支付、资⾦金金增值等⽤用途的资⾦金金款项）、充值后⽤用于交易易⽀支付的资⾦金金、直接⽀支付类
资⾦金金（⽤用户不不预先充值⽽而直接通过⽀支付通道发起⽀支付的资⾦金金）等各类状态下的交易易资⾦金金，实现⽤用户交易易资⾦金金与平台⾃自有资
⾦金金之间的有效隔离，提升交易易和⽀支付的透明度 。

卖⽅方货款到账并提现

平
台
端

银
⾏行行
端

• ⽀支持企业商户和个⼈人商户开⽴立

分账户

• 提供个⼈人及企业身份核实

• ⽀支持同⾏行行/ 他⾏行行同名账户绑定

• 提供银联/⼩小额鉴权，验证账户

真实性

⽀支持多类型交易易⽀支付模式：

• 余额⽀支付：客户预先充值，利利⽤用充值资⾦金金进⾏行行⽀支付

• 直接⽀支付：客户不不预先充值，直接通过⽀支付通道发起⽀支付

• 担保⽀支付：客户⽀支付资⾦金金先进⼊入担保⼦子账户进⾏行行冻结

• ⽆无担保⽀支付：客户⽀支付资⾦金金直接进⼊入收款⽅方分账户

• 批量量⽀支付：客户可向多个订单发起合并⽀支付

• 交易易确认：买⽅方确认⽀支付，

资⾦金金解冻并划拨⾄至收款⽅方

分账户

• 交易易撤销：交易易失败，资

⾦金金原路路退回⾄至付款⽅方分账

户或付款⾏行行账户

⽀支持多渠道提现：

• ⽀支持所有类型账户

• 实时到账

• 智能路路由选择

• ⽀支持7*24⼩小时

• 代付成功率⾼高达98%以上

2、“电商⻅见证宝”的应⽤用场景



11 

3、 “电商⻅见证宝”功能详解（开户）

第⼆二部分   WHAT :“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买/卖⽅方注册平台会员

1、 会员在电商平台注册，同步在 “电商⻅见证宝”为其开⽴立分账户，分账户类型⽀支持企业和个⼈人

企业会员

个⼈人会员
会员钱包 交易易查询 担保⽀支付 会员理理财

2、分账户可绑定会员实体账户，“电商⻅见证宝”帮助电商平台实现会员身份识别、账户鉴权

银⾏行行向会员绑定账户随机划转⼩小额资
⾦金金，会员查询来账⾦金金额后，登录平台
回填收到的⾦金金额

鉴权作⽤用：1、验证会员绑定帐号真伪，验证会员户名与帐号是否相匹配；
                 2、验证会员是否有绑定账户的操作权限；
                 3、增加对企业账户的⼯工商验资和个⼈人账户的身份证信息核实。

•    ⼩小额鉴权 •    银联鉴权
银联鉴权⽀支持主流14家银⾏行行：⼯工商银⾏行行、
农业银⾏行行、中国银⾏行行、建设银⾏行行、交通
银⾏行行、浦发银⾏行行、⺠民⽣生银⾏行行、中信银⾏行行、
兴业银⾏行行、光⼤大银⾏行行、北北京银⾏行行、上海海
银⾏行行、中国邮储、招商银⾏行行

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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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WHAT :“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1、  兼容多种充值⽅方式，为会员提供充值⽅方便便 

买⽅方选择商品下单并预付货款

卖⽅方在规定时间内发货

•    线下转账（可实现线下转账⾃自动识别⼊入账）
•    平台⾃自⾏行行接⼊入的第三⽅方⽀支付

•   我⾏行行收单

2、“电商⻅见证宝”⽀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并确保交易易资⾦金金安全

•   担保⽀支付：在买⽅方会员未确认⽀支付前，“电商⻅见证宝”将买⽅方资
⾦金金冻结在担保⼦子账户内，确保交易易资⾦金金安全。
•   批量量⽀支付：会员只需输⼊入⼀一次银⾏行行⽀支付密码，即可完成对多个
卖家的订单付款。
•   验密⽀支付：“电商⻅见证宝”为确保⽤用户资⾦金金使⽤用安全，⽀支持会员
设置⾃自⼰己的银⾏行行端⽀支付密码，此密码仅存储在银⾏行行端，电商平台
⽆无法获取。另外，也可选择依据银⾏行行的动态验证码，对⽀支付⾏行行为
进⾏行行验证。

智能代扣
跨⾏行行快收：⽹网关⽀支付、快捷⽀支付、第三⽅方⽀支付公司钱包⽀支付
聚合⽀支付：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QQ钱包扫码

3、 “电商⻅见证宝”功能详解（交易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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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WHAT :“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买⽅方收到商品
并登录平台确认⽀支付货款

卖⽅方货款到账并提现

1.1、 交易易确认：资⾦金金解冻并划拨⾄至收款⽅方分账户

2、 ⽀支持商户将资⾦金金提现到任意银⾏行行

1.2、 交易易撤销：资⾦金金原路路退回
 

交易易资⾦金金从担保⼦子账户⼊入账⾄至收款⽅方账户，收款⽅方可提
现余额增加。

若交易易失败（如申请退货），资⾦金金可原路路退回⾄至付
款⽅方⼦子账户。

会员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发起提现交易易，我⾏行行通过智能路路由模式实现成本最低、时效最快的资⾦金金提现。
1）实现平台对个⼈人银联卡、对公结算账户等所有类型账户的资⾦金金划转需求；
2）⻅见证宝⾃自动根据智能路路由规则选择资⾦金金划转路路径，最⼤大限度为⽤用户降低成本；
3）为客户提供更更多的提现渠道，含银联、超⽹网、⼤大额⽀支付、深同城等；
4）7*24⼩小时服务处理理，且资⾦金金实时到账；
5）当会员提现⾦金金额超过5万元时，银⾏行行向会员发送短信进⾏行行提醒，以确保资⾦金金安全。

交易易资⾦金金
汇总专管户

担保
⼦子账户

会员B(卖家)
⼦子账户

会员A(买家)
⼦子账户

会员B
结算户

1.1、交易易确认

会员A
结算户

1.2交易易撤销

3、 “电商⻅见证宝”功能详解（确认交易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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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WHAT :“电商⻅见证宝”能做什什么

1、 查询功能

2、 对账功能
 

⽀支持会员使⽤用会员证件号和会员密码登录到平安银⾏行行“企业⽹网银-快速查询区-交易易资⾦金金查询”查询账号余额及充值、提现、交易易
记录，为平台会员提供多⼀一重验证⽅方式，确保⾃自身资⾦金金安全。

“电商⻅见证宝”为电商平台提供完善的对账服务，包括：
总分账户核对、开销户明细核对、充值提现明细核对、会员交易易明细核对、理理财申购赎回明细核对等。

3、 理理财服务

4、 回单功能
 

通过接⼝口⽅方式为会员购买货币基⾦金金，满⾜足会员闲置资⾦金金增值需求，并⽀支持实时赎回，满⾜足流动性需求。

会员可使⽤用“电⼦子回单号”及”验证码” 登录我⾏行行快速查询区“电商平台会员交易易明细查询”功能区，可⾃自助下载并打印交易易回单。

通过电商平台在
线发起交易易

赎回实时增加会员台帐
真实资⾦金金30分钟内到账

T+1计息
T+2结息

⽀支持7*24⼩小时不不
间断交易易

3、 “电商⻅见证宝”功能详解（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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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HOW : 如何办理理“电商⻅见证宝”

接⼝口开发及⽹网络对接 投产及功能开通

1、项⽬目流程

合作意向达成 内部评估⽴立项

资⾦金金⻅见证汇总专管户

⼿手续费/利利息类账户

项⽬目评估

需求确定

签署协议

项⽬目⽴立项

IT⽴立项

开⽴立专⽤用账户

⽹网络准备

平台根据我⾏行行

接⼝口开发程序

双⽅方联调测试

科技整合测试

项⽬目验收测试

投产上线

柜台开通付服务

会员签约注册

 开发实施周期：2-4周；科技SIT测试：1周；业务UAT测试：1周

⽹网络对接：电商平台可采⽤用专线或公⽹网⽅方式与我⾏行行“电商⻅见证宝”系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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