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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现现金金时时代代””越越来来越越近近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手手机机支支付付如如何何更更加加安安全全便便捷捷？？

【探访】
担心出现安全风险
8月28日， 在位于西罗园的

一家卖煎饼的早点摊前排起了长
队。 也就二十分钟的样子， 大约
有十多个人前来购买煎饼。 记者
注意到不少人在结账时都会掏出
手机， 轻扫摆放在摊位前的二维
码来完成支付。

不只是小摊位， 记者注意到
一些餐馆或者是超市都已开通多
种 手 机 支 付 方 式 ， 消 费 者 现
金 支 付手段则越来越少见 。 在
位于南三环的一家大型超市中，
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向顾
客 介 绍 APP自助结账的相关事
宜。 “使用APP自助结账， 您可
以不用排队， 省时省力。” 工作
人员介绍， 顾客用APP扫描商品
代码之后， 商品会自动添加到电
子购物车， 这时就可以通过线上
支付平台结账。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中国
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4.69
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
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
升至67.5%。 中国网民手机银行使
用率也达到48%，覆盖用户3.3亿。

虽然手机支付带来更多便
捷 ， 但是也面临着不少安全风
险。 据某款软件商发现， 从2013
年初至2014年2月份， 手机支付
相关的病毒、 木马等风险因素急
剧增长了312%， 成为威胁网民
资产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款软件商还发现恶意攻击
呈现多种形式，如，手机验证码大
盗。 该病毒的主要功能是拦截短
信，有的拦截所有短信，稍用心的
只拦截与验证码有关的短信，然
后， 病毒将拦截下来的短信通过
电子邮件或短信转发传递给小
偷。小偷用偷来的验证码，以及得
到的身份证号、密保信息、银行卡
号等个人信息， 即可重置支付宝
密码。得到登录和支付权限之后，
小偷可以立刻转出余额、消费、通
过快捷支付消费关联银行卡的活
期存款、申请淘宝贷款，受害者损
失可达数十万元。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有
时也想用手机支付， 但又感觉不
太安全而且也学得不太熟练 。”
今年67岁的张先生说， “万一手
机丢了， 或者是密码啥的被盗，
损失太大。” 记者注意到， 现在
不少中老年人也会线上支付购
物。 但是却不太会操作， 即便是
家中年轻人手把手教会， 也在使
用时存在不少风险。 这时就更需

要有关行业部门制定完善的规
定， 加强监管和服务。

【管理】
采用技术手段安全加密

据了解， 为规范非银行支付
机构网络支付业务， 防范支付风

险，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国
人民银行制定了 《非银行支付机
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其
中提到， 支付机构应当向客户充
分提示网络支付业务的潜在风
险， 及时揭示不法分子新型作案
手段， 对客户进行必要的安全教
育， 并对高风险业务在操作前、

操作中进行风险警示。
针对老百姓最关心的支付安

全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表
示， 目前， 支付宝、 微信支付 、
中国银联及各商业银行等均已在
二维码支付中采用数字签名、 安
全加密等技术手段， 确保二维码
生成、 传输和解析在各自体系内
闭环运行， 技术上保障用户资金
和信息安全。 以支付宝为例， 其
公布的线下二维码支付发生资金
损失的几率约为十万分之二， 低
于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公布的国内
银行卡POS刷卡业务的欺诈率万
分之1.99。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
《2016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
显示， 超过一半的用户使用和接
受二维码支付； 根据中国金融认
证中心发布的 《2015中国电子银
行调查报告》， 在100元以下小额
支付场景时， 用户首选二维码支
付， 意愿甚至超过刷银行卡。

梅兴保表示， 事实上， 业内
很多专家都已认同， 中国正全面
迈向 “无现金社会”。 业内普遍
认为， 从市场主体来看， 二维码
支付参与主体既包括支付宝和微
信支付等支付机构， 也包括中国
银联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银
行、 民生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
应当尽快形成有序竞争、 共同发
展的市场格局， 进一步完善支付
体系， 推动建设无现金社会， 加
快全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 ， 也有业内人士提示 ，
手机支付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
方。 比如， 在完成手机购物时，
不要跳过软件直接通过手机浏览
器购物， 以免误入钓鱼网站。 再
有， 不要轻易扫描二维码， 避免
个人信息被别人盗取。 支付时要
使用正规大型平台， 这些平台更
安全可靠、 风险小， 用户信息不
易被盗取。

【建议】
加强监管完善支付体系

如今， “扫一扫” 已快速改
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 这一现象
也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 。
全国政协委员谢双成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 建议
积极推进 “无现金社会” 建设。
该提案一经提出， 受到媒体的广
泛关注。

谢双成此前调查发现 ， 目
前， “无现金社会” 在不少地方
发展迅速。 据统计， 2016年， 全
国已有357个城市入驻第三方移
动支付城市服务平台， 包括车主
服务、 政务办事、 医疗服务、 交

通出行、 生活缴费等在内的9个
类别共计380项服务， 为超过1.5
亿用户提供无现金支付的便利。

谢双成表示， 建设 “无现金
社会” 意义深远， 不仅能方便老
百 姓 生 活 ， 大 家 出 门 不 用 带
钱 包 了 ， 而 且 对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 互联网经济发展具有很大
推动作用 。 他认为 ， 积极推进
“无现金社会” 建设， 通过建设
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 可以进一
步完善支付体系， 提升支付清算
效率， 助力普惠金融， 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 而且有助于大大减少
和降低现金的使用率和管理成
本， 并有效识别、 防范和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也认
为， 随着二维码支付业务的逐步
规范， 中国在移动支付、 金融科
技等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并积极
助力新型智慧城市、 互联网+政
务等国家战略和规划 。 可以说，
中国正全面迈向 “无现金社会”。

梅兴保建议， 当前， 市场发
展已逐渐趋于成熟完善。 但要加
强后期监管力度， 监管机构应以
民意为先， 统筹考虑社会价值与
潜在风险， 减少行政干预， 加强
市场监管。 从国际经验来看， 为
避免出现 “一锅粥 ” 的市场乱
象， 针对开展二维码支付业务的
市场机构， 应加强相应管理， 采
取准入清退和分级监管等措施。

梅兴保还提出， 尽管国内二
维 码 支 付 在 市 场 成 熟 度 上 已
领 先 全球 ， 但业务和技术创新
性上仍具有很大成长空间， 应鼓
励市场机构通过业务和技术创新
防控风险。 通过技术创新对二维
码标识加装防伪标识， 避免因误
扫二维码而导致的欺诈发生， 同
时在风险事件发生后， 可通过商
业保险等方式化解消费者和商户
风险损失。

谢双成也提出， 在推进 “无
现金社会” 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 比如， 各地各部门对 “互联
网+”、 推进 “无现金社会 ” 建
设的认识理解、 重视和推进程度
存在差异， “无现金社会” 相关
的技术、 基础设施尚未普惠到更
多人群， 特别是偏远地区和中老
年群体， 还有大家普遍提到的安
全问题。 他表示， 这些都需要政
府和社会一起来讨论解决。

由此， 谢双成建议， 要鼓励
信息技术创新 ， 为 “无现金社
会” 建设厚植技术发展优势， 并
推进平等、 多元的非现金支付体
系建设 ， 保持市场有序竞争活
力， 让更多企业受益， 更多群众
受惠。

在北京， 乘客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 进站时只需轻扫， 就可以实现乘坐地铁了。 近些年， 手机支付
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对此， 政协委员建议， 应当尽快形成有序竞争、 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 进一
步完善支付体系， 推动建设无现金社会， 加快全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