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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付宝大打补贴战 消费者买账吗？
国际金融报记者 ｜ 付碧莲

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不足
15%， 线下显然才是各家支付眼中
的“金矿”，谁抢占到了更大的线下

步入 8 月， 第三方支付战场硝
烟四起。

份额，谁就赢得了主动。
“现金补贴的奖励方式在移动

7 月 31 日， 支付宝宣布， 从 8

互联时代屡试不爽， 不管是之前的

月 1 日到 8 月 8 日一周时间内，提
高支付宝支付的“奖励金”，消费 2
元以上可能有 4888 元奖励。

网约车红包战， 还是眼下的第三方
支付争霸赛，都是如此。用户愿意为
红包去尝试体验， 也是对心理的一

随后， 微信支付不甘示弱，决

种补偿和满足。 ”曹磊说。

定从 8 月 1 日开始， 持续整个 8

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负责人

月，微信都将会投入巨额资金以鼓
励金、代金券、现金红包等渠道推

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在对 C
端的第三方支付领域， 支付宝和微

现金补贴的

信支付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而

支付宝、 微信支付同日开启新
一轮补贴大战，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

奖励方式在移动

之所以大家还愿意时不时地砸钱打
优惠战或价格战， 也是把目光放在

“小秘密”？ 又有多大价值？

互联时代屡试不

动支付。

补贴体验不如人意
根据微信支付团队所言，8 月 1

了未来的增量市场。虽然，如今国内
的一二线城市， 手机扫码支付已经

爽， 不管是之前

相当普遍， 但是大部分的其他城市
却并非如此。 因此， 潜在用户的量

的网约车红包

是极其庞大的。 ”
根据 Analysys 易观发布的《中

日至 7 日， 用户使用微信支付可领
取并累积鼓励金， 还可额外随机获
得现金红包、专享代金券等惊喜彩

战， 还是眼下的

蛋。 鼓励金可在 8 月 8 日当天一次
性抵扣。 今年还新增随机出现的可
分享鼓励金， 让好友之间 “相互鼓
励”。

赛，都是如此。 用

付后， 一般都能收到几毛钱或几分

过这次大促来调动苹果用户使用

午 10 点开始开放 Apple Pay 扫码

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
测报告》 最新数据，2017 年第一季
度， 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

户愿意为红包去

钱的所谓奖励金。 ”一位朋友对《国
际金融报》记者坦言，“无感，没有多

Apple Pay 的积极性。
根据公开数据，活动期间，Ap－

支付 5 折优惠活动， 但是优惠金额
50 元封顶。 于是，这引发了当天的

交易规模达 18.8 万亿元，环比增长
47%。 而 5 年后甚至 10 年之后，第

据透露， 微信已联合几乎所有
支持微信支付的商家， 将为用户打
造一个智慧生活狂欢节。

对心理的一种补

大意义。 像我这种已经习惯了微信
支付的人， 无论有没有这种补贴都

ple Pay 日均交易笔数周环比增长
109%，其中线上交易笔数涨幅十分

一场混乱，很多消费者都早早排队，
但是仅仅半个小时之后， 商家就宣

三方移动支付市场的规模究竟能达
到怎样的规模，没有定论，却给足了

还是会用这一支付方式， 但也不会

可观， 约为线下交易的 2 倍。 从数

布优惠名额用完了， 这引来了当天

据表现来看，Apple Pay 的这次战果
的确不错。 然而， 用户体验真的好
吗？
“广告打的是 5 折优惠，但是
在每个具体的门店消费都有折扣
优惠的上限额度， 大部分都是 10
元或 20 元封顶。 而且，每家店每

众多消费者的不满甚至谩骂。

商家参与支付宝活动。 全国的支付

因为这种补贴而特意多使用。 而对
于身边一些并不太使用微信支付的
朋友来说，这种优惠、补贴同样没多
大吸引力， 根本不会因为这种补贴
而特意选择。 ”
这也让《国际金融报》记者想到
了前不久 Apple Pay 推出的优惠活

的补贴大战呢？

大家想象空间。
“因此，包括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在内的众多第三方支付企业， 一方
面积极拓展商户资源，不仅大超市、
小便利店等被囊括在内， 连早点摊
等路边小摊也逐渐成为布局对象；
另一方面以补贴等优惠措施来吸引
新用户。 ”上述人士坦言，微信支付

宝用户只要在支持支付宝收款的商
家消费超过 2 元， 就有机会获得奖
励金。
那么， 消费者对这些消费补贴
感受如何？

动。 7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苹果和
银联在国内开启盛大优惠活动，凡
在有银联云闪付标识的指定商铺，
使用 Apple Pay 即可享受低至 5 折
优惠及高达 50 倍银行信用卡积分

天 使 用 Apple Pay 支 付 优 惠 的 名
额都是有限的， 往往轮到自己结
账时优惠名额已经没了。 ”白领王
小姐称。

对此，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主任曹磊表示，支付宝、微信之所以
在这个时点推出无现金日活动，一
是淘宝、天猫的“88 会员节”以及苏
宁“818 发烧节”在即，而电商向线

和支付宝这轮补贴大战的对象显然
不是主要针对自己的存量用户的，
而是为了吸引新用户。
不过，该人士也坦言，尽管第三
方移动支付的这块不断扩大的 “蛋

“这几天无论是在外吃饭，还是
买咖啡、买衣服，每次用微信扫码支

奖赏。 据悉，这是 Apple Pay 入华以
来史上最大规模优惠， 苹果希望通

下拓展的速度在持续加快， 支付将
起到支撑作用。 其次， 目前网购只

糕”相当诱人，但是潜在用户的获客
难度的确是在不断地加大。

而蚂蚁金服宣布 8 月发起一场
大规模无现金周活动：8 月 1 日起
的一周内， 将提高支付宝支付的奖
励金，最高将达 4888 元。 据悉，无
现金周期间，将有超过 1000 万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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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争霸

尝试体验， 也是
偿和满足。

而记者在爱婴室的一番体验也
证实了这样的遭遇并非个案。 7 月
23 日，上海浦建路上的爱婴室从上

获客难度越来越大
为何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此时
要掀起一场体验口碑似乎并不太好

金融云迎来风口：BAT 云服务大比拼
金融云市场暗流涌动， 一场由互

多与专业的云服务器供应商合作。 ”高
明生称。
从云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上来看，
高明生认为， 其对于向互联网转型的

没响应了。 其中，去年整个华东区都宕
机了，今年是因为黑客攻击。 ”高明生
称，因为我们是零售业务，所以“闪崩”
对平台工作造成了不小影响， 类似于

联网系公司、 银行系科技公司共同参
与的争夺战正在上演。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银监会正就
银行联合设立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

传统金融机构和 互联网金 融 玩 家 而
言，可应用的领域非常大。 从信息化管
理到提升管理效率， 从业务创新再到
数据能力提升都需要系统来支撑，所

这种突发性事件非常影响客户体验。
此外，作为金融行业，除了对云服务器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比较看中外， 我们
对数据的保密性也很重视。

与银行进行沟通，目前已经与 19 家中
资银行沟通，相关讨论还在初步阶段。
这意味着，金融云市场或将迎来“国家
队”，但其具体落地方式，尚有待市场
明确。
为何参与者蜂拥而入？ 而 “国家
队” 的加入又将对这一市场产生怎样
的影响？

以金融云服务市场需求很大。
根据 Gartner 报告，2016 年全球云
计算市场规模是 2066 亿美元，金融云
占据其中超过 20%的份额， 并在不断
扩大中。

Valeriy 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过去金融业务在布局云计算过程中
主要面临信任难题，担心信息泄露、核
心能力受制于人等因素， 整体布局较
慢。 如果近期银监会牵头成立统一云
计算平台的消息落地， 将有助于从根
本上解决金融安全 和 数 据 保 护 的 难
题，有望加快整个行业的‘云化’”。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黄希

重视“稳定性+保密性”

新华保险连续 6 年
位列《财富》中国 500 强

目前， 中国云供应商有何不足之

云市场前景广阔

处？

事实上，在国家队有所动作之前，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公司早已
在金融云业务领域深度布局。
金融云有何诱惑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 巨头们看重云

BAT云服务大比拼

在高明生看来， 这其中的进步空
间需要从两方面来解析。 从增量上来
说， 目前中小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云计
算渗透率较高， 但是大体量的传统金
融机构渗透率仍有很大成长空间。
根据招商证券研报中提供的数

对于目前 BAT 云产品和市场上其
他专门提供云服务解决方案产品的用
户体验，《国际金融报》 记者还随机采
访了几位有使用过相关云服务器产品
的网贷平台相关负责人。

近日， 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 《财
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 新华保险凭借稳健
的经营与盈利能力再次荣登该榜单， 名列
第 46 位，自 2012 年来连续第 6 次登榜。
近年来，新华保险全面回归保险本原，
深入推进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保费、产品、

计算作为一种新的 IT 建设、采购、使用
模式，在成本、灵活性上具备非常大的

某网贷平台高管高明生告诉 《国际金
融报》记者，目前监管政策红利收紧，

据， 我国云计算在 IT 支出中的渗透率
刚过 10%， 且预计银行作为对于数据

一家网贷平台技术部门负责人对
《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阿里云技术

年期、费用和利润五大结构，各项指标持续
提升，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7 年上半年，新

优势， 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以外
的金融机构“云化”已是大势所趋。 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成熟，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在迫切探索利

技术逐渐开始后发制人。 相比上半场，
下半场的玩法已经完全改变， 技术金
融 FinTech 已占据行业主流。
高明生说， 随着这些机构产生的
数据体量越来越大， 数据维度和复杂

安全与信息系统稳定性要求极高的行

成熟，但是收费项目越来越多；腾讯相
对来说便宜， 但是因为做云服务这块
太晚，技术相对来说不如阿里云。
高明生谈到，目前百度云和 AT 的
云产品服务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落

华保险共实现保费收入 612.39 亿元，其中
6 月单月原保险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
110.85 亿元，环比大幅提升 71%。 根据“十
三五”规划，新华保险将于 2017 年基本完
成转型任务， 从 2018 年开始进入发展期，

高明生指出，“另一方面， 从现有
的国内云供应商的发展情况来看，其
服务能力和产品设计、 产品质量还需
要进步。 ”

后了一大截，没有可比性。 从市场份额

据高明生透露， 其所在平台使用
的是阿里云， 主要看中的是阿里系的
品牌效应，性价比较高，相对而言性能
比较稳定。 “不过，其实也颇有一点‘矮
子中找高个’的妥协。 阿里云在去年和
今年都有过一次‘闪崩’，突然服务器

另一网贷平台高管对 《国际金融
报》记者指出，阿里云性能和速度上都
比较有优势，覆盖行业范围也较广，产
品形态比较完善； 但腾讯云主打数据
安全、保密；百度云有利于 SEO 优化、
优于收录，各有优势。

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新华保险的转型发展得到了多方肯
定。 此前，公司分别登上 2017 年“《财富》世
界 500 强排行榜”第 497 位和 2017 年“《福
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第 369 位，连

用新技术来创新业务模式、 优化客户
体验并拓展传统银行生态圈。
马上消费金融 CEO 特别助理 Va－
leriy 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云” 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极大
地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 在云上面，它
的计算引擎是没有限制的， 这对业务
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支撑。
“随着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科技、
大数据的迅猛发展， 同步催生了金融
机构对云服务技术的强烈需求。 ”上海

度指数型增长， 对云服务器的依赖程
度也将与日俱增。
无疑，对传统金融机构而言，自身
资金实力充足，技术团队构架完善，所
以有能力在集团内部搭建云存储设备
和技术团队。 但对相对缺乏技术能力
的中小金融机构而言， 在金融科技的
转型过程中， 愈发需要外部机构的助
力。 “其实，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传统
金融机构， 比如大型国有银行也在更

业，其云计算的渗透率更低。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DC 数据预
测，2016 年至 2020 年， 中国银行业信
息化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1.9%。

上来说， 阿里云是国内市场份额最大
的公有云服务商， 腾讯云目前的市场
份额和中立云服务商 Ucloud 差不多。

续两年蝉联双料世界 500 强。 而早在今年
3 月 29 日，穆迪和惠誉也分别授予新华保
险 “A2”及“A”的保险公司财务实力评级，
展望稳定。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