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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已经被世界
熟知。中国的海尔、联
想等品牌都是其中的杰
出代表。但是，说到”
made in China”， 很 多
人恐怕还不会主动联想
到“时尚”“科技”“潮流”

“人气”这些真正让年轻
人兴奋和痴迷的词汇。

的确，放在全球版
图上来看，中国似乎并
不常常是席卷全球的潮
流“风暴”中心。但是
除了传统眼光里的“中
国制造”外，一些新潮
的科技与服务，也正逐
渐由中国走向世界。

伴随中国游客走向
世界的移动支付就是一
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显示，2018年中国公民
出 境 旅 游 接 近 1.5 亿 人
次，较上年增长 14.7%。习
惯于在国内“扫码”解
决支付问题的中国人，
与支付宝、微信等中国
移 动 支 付 平 台 的 积 极

“出海”相互支持，共同
让中国移动支付在越来
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
图景中占据一席。据各
方数据来看，中国移动
支付至少已服务全球 10
亿级别以上的用户。许
多外国用户也觉得“很
酷”“好用”。

不 仅 仅 是 移 动 支
付，围绕出境游，还有
打车平台滴滴、民宿预
定服务平台途家、自在客等。围绕游戏和
社交，则有多款手机游戏、不少短视频应
用和直播平台走出海外市场。例如，网易
的《荒野行动》自发布起连续6个月在“游
戏大国”日本最受欢迎的免费应用中排名
第三；抖音、火山小视频等更是红遍不少
国家。手机屏幕之外，来自中国的食品、
饮品、服装快消品牌等也纷纷在海外城市
登陆。如果细细盘点，或许身边的“中国
制造”已与印象中有所不同。

意外吗？其实也不然。改革开放已 40
余年，中国人不断投入世界怀抱、放开全
球视野，物质生产制造在差距中进步，精
神审美志趣也在丰裕中提升。尤其是“千
禧”一代都已届成年，过去，前辈们苦苦
探寻“接轨国际”，而他们生来在经济全球
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成长。以他们为代表的
新兴消费群体，本身需要更潮、更酷的体
验。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科技、服务生发的
土壤。

不意外，更是在于创新的力量让人信
服。2018年，中国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
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 1亿户。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这在中国不是虚词。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创新者在中国市场的检
验中摸索道路。创新势能之巨大，市场容
量之惊人，正催生新的动能，也深刻改变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试想有这样一项创
新成果，它源自一个活力涌动、多元层次
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真实需求，又经历了近
14 亿人口大市场的检验，那么，它必然也
有能被全球市场所接纳的品质。

过去，异国相逢，当同行中国人看到
商品里子“made in China”的标志时，常
常会心一笑。今天，当海外的你我不约
而同掏出手机，做着同样动作的时候，
也许同样报以微笑。但个中滋味已经有
了 变 化 。 那 是 趣 味 、 时 尚 ， 是 另 一 种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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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北京，寒意随着黑夜渐浓，游客“必访”的北京南锣鼓巷

正一点点升起灯火与人气。人群中，不同肤色的脸庞不少，而购物

付款这个小小的动作，比如是“扫码”支付还是现金、刷卡支付，

则“暴露”着他们来到中国时间的长短。

过去，短期访问的外国游客因为没有国内银行卡或手机号码

等，往往无法注册使用中国移动支付。而近期，支付宝、微信纷纷

开通支持海外银行卡绑定，为移动支付的中国体验打开“方便之

门”。即便是短期来华游客，也将可以“一码”行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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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尝试的“中国体验”

——不能扫码支付，是一些外
国朋友来华旅游的一大烦恼

见到阿蕾莎时，她正要从酒店办理退宿，使用的是国
际信用卡。“我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几乎所有
商铺都有移动支付的二维码，扫一扫付款，非常高效。”
阿蕾莎说，这是她第二次来华，去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就
想“接轨”中国生活，用上移动支付，但因为需要中国银
行卡和手机号才能成功注册，不得不放弃了。

阿蕾莎来自意大利，她说，现金和信用卡基本可以
在中国畅行无忧，但是跟同行的中国朋友比起来，要现
金找零或是刷单签字，自己动作常常“慢半拍”，因此，
像本地人一样“扫码”通行，也是她一直想尝试的“中
国体验”。

许多短期来华人士，有着跟阿蕾莎相似的体会。近
期，国外社交媒体上有一项有趣的调查，结果竟然显示，
在近 20%的外国网友心中，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用手机支
付，是他们来华旅游时最大的烦恼。

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多家国际青年旅社，不少工作人
员反映经常有外国客人咨询如何开通扫码支付，也时不时
有请求工作人员帮助处理二维码支付的相关情况。“遇到
外国客人十分想用移动支付，却又无能为力。情况终于要
得到改变啦。”一位国际青旅工作人员说。

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2018 年入境旅游人数
14120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7%。这一庞大群体对移动支付的需求不容小视。同时，
业内多位人士指出，进一步提升入境游这一潜力巨大的市
场，也需不断改善包括支付在内的各类体验。

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移动支付的
确受到越来越多在华外国人的欢迎。“在我两位中国室友
的推荐下，我一来中国就开通移动支付了。用手机可以

‘扫一切’，速度超级快，非常好用。”来自美国的弗朗西
斯卡说。

科技部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
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
作许可证33.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
万人。许多来华学习、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跟弗朗西斯卡
一样，也获益于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

移动支付突破障碍

——支持绑定海外银行卡，“下
次来中国，一定试试”

短期来华外国游客如何也能自如用上移动支付？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 《关于促进

金融科技发展 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运用金融科技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
施，探索突破外籍用户应用第三方支付工具的障碍，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继续鼓励开展非接触式支付、生物识别技
术支付、智能穿戴设备支付等支付方式创新。

政策一出，市场立马有所响应。
近日“支付宝海外版”已经推出。外国用户可以下载

支付宝海外版，通过“TourPass”小程序，申请到一张上
海银行的电子“消费卡”。用户在认证身份后，绑定自己
的海外银行卡给这张中国“消费卡”充值，即可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线下扫码支付。从衣、食、住、行、游到方
方面面的消费场景支付，都能获得和中国用户近乎一致
的体验。

据了解，这种专用电子“消费卡”，单次充值有效期
为 90 天，且可多次充值。90 天后，卡内剩余资金将原路
退回用户的海外银行卡。为了让外国友人更好体验“中国
移动支付”，至2019年12月31日，“消费卡”充值将不收
取任何手续费。

“我们欣喜地看到，得益于中国开放的金融科技市场
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我们能够帮助更多外国朋友
享受到安全、便捷的移动支付。”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井贤栋说。

腾讯公司近日也宣布，已与Visa、Mastercard、Amer-
ican Express、 Discover Global Network （ 含 Diners
Club）、JCB 五大国际卡组织开展一系列合作，支持境外
开立的国际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目前已支持用户在
12306购票、滴滴出行、京东、携程等覆盖衣食住行的数

十个商户消费。腾讯方面表示，后续还将在监管指导下、
在严格落实反洗钱相关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有序放开更多
使用场景。

这些消息一出，立马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
议，也受到不少在华外国人的密切关注。弗朗西斯卡看到
了这条新闻，她在一个“老乡”微信群里分享，发现有朋
友已经跃跃欲试。正要结束中国之旅的阿蕾莎刚刚惊喜地
获知这个变化，“下次来中国，我一定试试。”

开放脚步从未停下

——致力于实现“一部手机”
游世界，为商旅往来增加便利，让
奔波的人们倍感亲切

实际上，从让中国人“一部手机”游世界，到让外国
人“扫码”畅行中国，中国移动支付一直在开放中探索前
行，不断用金融科技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最近，一些境外游客或许已经发现，移动支付在机场
退税也能用了。

10 月 1 日，腾讯金融科技团队为境外旅客推出的
“We TaxFree Pass”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并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外国游客在离境退税柜台交
还退税申请单后，打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实时退税到
微信钱包。

据机场退税柜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办理业务的支
付渠道只有现金和银行卡两种，而微信小程序为旅客提供

了新的选择。尤其是万元以上的大额退税款，到账时间由
原来的平均5个工作日缩短为实时到账。

“离境退税越便利，入境游客消费积极性越高。”北京
华联百货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采用移动支付方式退税
很好地提升了入境游客的购物体验。未来，更多移动支付
的便利举措有望持续推出。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出差、旅行，中国移动支付
带来的美好体验有目共睹——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他们可
以像在家门口的超市一样，拿出手机，“扫一扫”那熟悉
的二维码。

截至今年 9月，支付宝及其 9个境外本地钱包合作伙
伴一起，在全球服务超过 12 亿用户。其中，服务中国人
出境游的海外商家遍布56个国家和地区。

微信支付已支持英镑、港币、美元、日元、加拿大
元、澳大利亚元、欧元、新西兰元、韩元和泰铢等 16 个
币种的交易，其跨境支付业务在过去 4 个季度迎来了近
200%的增长。以日本为例，到2019年6月，微信支付在日
本接入门店数量同比增长 665%，覆盖了日本市场主流药
妆店、便利店和众多餐饮连锁。

今天，“地球村”的人员往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
忙。而中国的移动支付正在为之增加便利，让往来的人们
感到亲切。

图①：第二届进博会上，来自新西兰的参展商代表率
先体验支付宝扫码买单。 魏志阳摄

图②：国外不少商家面向中国游客推出便利措施，图
为北欧一家博物馆开通了中国移动支付服务。

新华社记者 付一鸣摄
图③：腾讯推出的“We TaxFree Pass”微信小程序

已经正式上线。 武瑞颖摄

外国游客在海
南省三亚市南山景
区游览。

陈文武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