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企通业务合作方案 



目录 

-  公司简介   

-  合作背景

-  合作模式

关于易易宝

-  ⽅方案简介 

-  平台和服务体系

-  案例例介绍  

⽅方案介绍

-  实施安排

-  项⽬目计划

实施计划

-  银⾏行行收益  

-  易易宝收益

收益



关于易宝 

◆ 公司简介   ◆ 合作背景    ◆ 合作模式



关于易宝—公司简介 

易易宝⽀支付

成⽴立于2003年年8⽉月成⽴立于北北京，是国内第⼀一批获得⽀支付牌照⽀支付公司

2016年年牌照续展成功。交易易量量在⽀支付⾏行行业排名前六

⼀一群⼈人的浪漫

⼀一群⼈人的浪漫，是易易宝⽀支付成⽴立以来始终贯彻的企业⽂文化。

公司希望⼀一群平凡的⼈人通过努⼒力力，实现不不平凡的易易宝远景。

⾏行行业⽀支付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2006年年便便⾸首创了了⾏行行业⽀支付模式，众多⾏行行业解决⽅方案，为产业转型及⾏行行

业变⾰革做出了了积极贡献。

☑航空旅游 ☑⾏行行政教育 ☑保险 ☑电信 ☑保险

☑跨境⽀支付 ☑消费⾦金金融 ☑基⾦金金 ☑O2O  ☑互联⽹网⾦金金融



公司简介—合作背景 

u  市场蓬勃发展

坐拥数亿级活跃⽀支付⽤用户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改变

了了移动⽀支付的格局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使代收付、快捷等⽆无卡⽀支付份额

逐年年翻番

u  监管的形势

银⾏行行、⽀支付机构之间接⼊入的限制

⽆无场景和⽆无牌照随意接⼊入⽀支付通道的禁令

扫码⽀支付的属地化运营

u  新的机会

对于银⾏行行：直接接⼊入有场景的商户并在扫码⽀支付属地

化中获得重新进⼊入市场的机会

对于易易宝：实现向⾦金金融科技的转型



关于易宝—合作模式 

联合收付
平台

联合运营 

具备全牌照能⼒力力，从⽀支付到⾦金金融输出 
具备品牌影响⼒力力，商户的⾸首选合作伙伴 

银⾏行行

多年年第三⽅方⽀支付经验，具备强⼤大的

产品、技术和运营能⼒力力 

基于互联⽹网云服务的综合⽀支付平台 

综合⽀支付平台
⾏行行业⽀支付的领导者，具备强⼤大的商务拓拓

展能⼒力力 

与银联、微信⽀支付等具备良好的业务合

作基础 

易易宝商务拓拓展能⼒力力



方案介绍 

◆ ⽅方案简介   ◆ 平台和服务    ◆案例例介绍 



方案简介—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综合⽀支付平台
-  市场主流的支付工具（代扣、代发、网银、快捷、聚合） 

-  支付核心系统（通道接入/对账/差异处理、商户入网/

审批、交易处理、账务处理、清分结算） 

-  银行业务管理系统+商户/代理商系统 

商务拓拓展

-  商户拓展，带来中收和开户 

-  通道拓展，增加通道的多样性降低通道成本 



产品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及服务 

银行与通道方
签约 

进件服务： 
银行的商户在支付机构的报备 

对账服务： 
与各个支付机构间的每日交易对账 
提供差错处理功能（也可全权委托做差错处理服务） 

接口接入： 
对接各个支付机构各类支付方式和业务管理类的接口 

接入与技术服务 

为银⾏行行提供⽀支付机构的接⼊入服务



银行拓展 
商户 

多种商户经营模式： 
单店类商户、连锁类商户、商城／市场类商户 
代理商及代理商子商户、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子商户等 

接入服务： 
提供面向商户的各类终端的接入服务，包括：标准API、统一收银
台、POS硬件、MIS收银接口等 

银行商户准入审批流： 
根据银行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配置商户入网的审批工作流 

商户接入 
服务 

如何为银⾏行行提供商户端的接⼊入服务

产品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及服务 



商户 
账户 

平台的清结算服务 

−  T+1日根据在支付机构获取的对账文件与平台进行对账 

−  对账无误的交易根据商户入网时的结算规则进行清算 

−  生成商户的清算记录、代发记录及商户对账单 

−  银行的结算员核对数据 

−  根据银行的配置进行代发（提供代发文件和对接代发接口两类服务） 

如何为银⾏行行提供资⾦金金和清结算服务

扣除低价费率 资金对账 

T+1结算 银行清分 
用户 

银行卡 
支付机构 
银行账户 

银行专用 
收款账户 

支付成功 

产品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及服务 



银⾏⼦系统

收付产品平台

微信支付 支付宝

商户⼦系统账务⼦系统 清算⼦系统路由⼦系统 支付⼦系统 配置⼦系统

统⼀
收银台

代收 快捷

⽹银

聚合支付
微信/支付宝/银联⼆维码

银⾏业务管理平台

鉴
权

分支⾏管理 商户／代理商进件/审批

通道管理

清结算管理

交易管理

报表管理

风控
管理

商户业务管理平台

交易管理

结算管理

账单管理

代付 门店管理

设备管理

登录
中⼼ 计费 认证 通知 收费

安全
服务

风险
稽核

银联

产品和服务—平台业务架构 



技术服务体系

•  基于互联网+云服务，无需开发，提供专

有技术维护 

•  商户/代理商端的免费技术接入 

•  通道端的免费接入 

运营服务体系
•  通道端对账、差错处理、商户渠道端报单 

•  银行业务人员培训、系统疑难问题的解决 

•  商户需求对接、定制化业务需求沟通 

客户服务体系

•  7*24小时400客户服务热线 

•  客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疑难的问题解决 

商务服务体系
•  专业的商务团队负责商户的拓展及维护 

•  遍及全国的商务团队 

产品和服务—服务体系 



案例介绍—建行联合收单平台 

为建⾏行行北北京分⾏行行提供基于移动⽀支付（聚合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平台—联合收单平台



为建⾏行行北北京分⾏行行接⼊入各类商户约6000家

医院类 

•  北京口腔医院 

•  301医院 

•  北医三院 

•  东方医院 

商超类 

•  新中关商场 

•  世界之花购物商场 

•  金隅嘉品MALL 

•  果蔬果连锁 

互联网类 

•  小米 

•  美团 

•  花点时间 

•  轻松筹 

服务类 

•  北京公交一卡通 

•  机场bus公司 

•  鲁能物业 

案例介绍—商户案例 



案例介绍—商户端产品 

为建⾏行行北北京分⾏行行提供各类商户端收款⼯工具

POS机 台签牌 收银机 扫码盒 标准API 



收益 

◆ 银⾏行行收益   ◆ 易易宝收益



收益—银行收益 

B端商户获客 
ü 获取B端标杆商户 
ü 获取行业商户 
ü 获取小微商户 

中间业务收入 
银行通过商户交易赚取中
间业务收入。 

交易流量 
通过平台建立，获得支付
交易流量，实现交易规模
的突破。 

增值服务 
ü 银行账户服务 
ü 对公存款增值服务 
ü 信贷业务服务  

存款 
银行直接面对商户，营销
商户开户，获得存款。  



收益—易宝收益 

收益类型：平台的使用和维护费用+商户的拓展收益 

收取方式：平台固定使用费用+业务收益分成 



实施计划 

◆ 实施安排   ◆ 项⽬目计划



实施计划—实施安排 

业务运营层⾯面

•  确定业务运营对接团队，双

方沟通确认业务模式细节，

签订书面确认书 

•  确定后续运营对接的业务流

程和人员 

产品技术层⾯面

•  根据业务运营团队确认的业务细
节，进行系统配置、开发和部署 

•  安排上线商用 

商务层⾯面

•  确定合作意向，签署合作协议 

•  确定商户服务协议，为易宝支

付存量商户换签做准备



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双方协商确定上线商用的时间

点和商用商户 

上线商用 

根据双方的业务运营要素 

开发、配置和部署平台 

项目实施（10-20工作日） 

签署协议 

协议签署 

双方业务人员确定意向后 

就业务运营关键要素签订 

意向书面确认书 

意向签订 

双方业务人员就业务进行 

意向沟通，确认业务运营 

模式 

意向沟通 

双方进行初步洽谈 

商务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