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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近日，又一起支付牌照

并购案诞生。 七分钱收购银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100%股权，将拥有第三方支付牌

照。

据中国支付网消息， 其收购价格在

“2500万元左右”。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如

今支付牌照最高可叫价30亿元的现象不

再， 除了含有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的

牌照价值一直颇受业内关注以外， 预付

卡及固定电话支付业务也已成为“昨日

黄花”。

从“一牌难求”到“有价无市”

有统计显示， 在2011年-2015年，央

行共发放271张第三方支付牌照。 2016年

支付牌照发放开始按下“暂停键”。

一边是牌照的收紧， 另一边则是支

付牌照被注销名单的不断增加。 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

国内拥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共238

家，累计注销支付牌照名单已达33家。

在此背景下， 支付牌照交易市场开

始火爆， 供不应求导致支付牌照的价格

猛增，曾经甚至“一牌难求”。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数据不完全统

计，2015年-2018年， 累计有超过40家公

司通过收购方式获得《支付业务许可

证》， 总计金额超过240亿元。 进入2019

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3日，仅

有两例公开支付牌照交易案例。

中国支付网创始人刘刚对记者表

示，“必须买且能买得起的‘金主’基本都

完成了布局。 ”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在支付牌照买

卖交易中，京东、平安、万达、小米、美的、

美团、国美、唯品会、滴滴、绿地集团等

等，早在前几年已纷纷入局完成。互联网

公司、传统金融机构、电商、地产企业、通

信企业等各行业“龙头”，都已在第三方

支付领域占有席位。

“支付牌照买卖已经变成‘有价无市’。”

支付业圈内知情人士向记者补充道。

交易价格缩水60%

据记者调查， 支付牌照买卖不仅数

量上骤减，其成交价格也严重缩水。

“当前第三方支付牌照价格的行情

要比最高时点下降了60%左右。 ”有支付

圈内知情人士对记者坦言。 另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认同， 他对记者称，“仅从互联

网支付业务来看，据我了解，支付牌照价

格已经从巅峰时期8亿元-9亿元下滑至

3亿元-4亿元左右。 ”

记者发现， 从近几年的支付牌照交

易价格来看， 即便是价值最大的包含互

联网支付、 移动支付等业务的牌照价格

也已缩水， 而预付卡及固定电话支付业

务则更成了“昨日黄花”。

而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为止，第三

方支付领域较大的一起并购事件发生在

2016年，海立美达30.39亿元收购联动优

势，其业务范围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电

话支付、银行卡收单等。

2019年，已知的并购案例是，3月份，

万辉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拟斥资7.9亿港

元

（约

6.9

亿元人民币 ）

间接控股第三方

支付企业得仕股份， 其拥有预付卡发行

受理及互联网支付业务。

记者还发现， 支付牌照中预付卡及

固定电话支付业务已经成了“昨日黄花”

交易价格也在缩水。

在今年6月份， 七分钱收购银信联

（北京）

支付有限公司100%股权，其业务

范围是北京预付卡业务。 据业内知情人

士向记者吐露，其交易价格“在2500万元

左右。 ”2016年新华金控有限公司出价

7000万元进行全资收购的国华汇银，其

业务范围也为北京预付卡业务。

据证券日报

广发银行发布“智慧城市”综合服务方案

围绕三个着力点，致力于提升12个方面综合管理能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在2019

第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金交会）

前夕，广发银行在广州发布了

该行的“智慧城市”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据介绍， 广发银行以金融科技创新为基

础，以“金融+产品+场景”为抓手，围绕

“善政、惠企、利民”三个着力点，整合对

公条线产品和服务， 致力于提升城市管

理者在政务、法院、党务、商事、制造、地

产、连锁、医院、学校、保险、交通、旅游12

个方面的综合管理能力。

以科技赋能政务更高效

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概念。 广发银行

利用产品及服务，为政府、海关、法院等

政务服务部门及各级机构党组织， 打造

多样化银政场景和个性化服务方案。 通

过智慧法院、智慧政务、智慧党务行业方

案，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银政互利共

赢。

在智慧政务领域， 广发银行运用自

身科技优势将金融产品与政务服务场景

打通，提供招投标管理、线上非税收缴、

政务大厅扫码支付等综合服务。 目前广

发银行已与40多个城市财政、 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非税管理机构开展智慧政务

合作， 有效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市民

满意度。

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企业

据悉， 广发银行与全国20个城市市

场监管部门合作，推出智慧商事方案。该

方案创新为广大创业者提供集商事注册

和银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

约初创企业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

本。在人民银行的支持和指导下，率先与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面向粤澳投

资者发行电子证照卡的合作， 吸引境外

投资者来粤申办企业， 真正实现商事领

域的“一卡通”服务。 截至2019年5月末，

广东省内17家分行实现项目落地， 发放

电子证照卡近5000张， 帮助广大创业者

轻松迈上创业之路。

而针对制造行业上下游供应商/经

销商多、对账工作量大、资金划拨时效低

等问题，广发银行应用“慧系列”和“e秒

供应链”系列产品，推出智慧制造解决方

案，以达到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的目的。除了智慧商事、智慧制造行

业方案， 广发银行智慧城市还推出智慧

连锁、智慧地产行业方案，让企业服务提

质增效。

在生活细节中利民

广发银行挖掘市民在健康医疗、保

险保障、教育培训、交通出行、旅游休闲

等领域多元化金融需求， 已分别推出智

慧交通、智慧医院、智慧校园、智慧保险

和智慧旅游行业方案。

以智慧医院为例， 广发银行中山分

行与当地某医院开展合作， 协助医院布

设智能终端、WiFi组网覆盖以及网关验

证设备，搭建OA办公系统，开发公众号

程序，以提升医院的信息智能化水平，实

现线上挂号、线上诊疗、线上缴费等多种

应用。 至今，广发银行已为近100家医院

提供智慧医院服务， 提升千万就诊者的

就医体验，后续还将覆盖更多医院，便捷

更多患者和家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昨日，由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建设

银行广州分行、 广东金百汇实业

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广州善融

扶贫长廊”，在广州荔湾动感小西

关文化长廊正式揭牌。 记者在现

场了解到， 以后每月17日，“广州

善融扶贫长廊” 都将有来自全国

的扶贫优质产品进行展销， 为贫

困地区的优质产品提供了稳定的

展示、体验和销售平台。

据悉 ， “广州善融扶贫长

廊” 是政银企多方携手合作、 利

用线上线下融合扶贫， 将扶贫理

念和社区扶贫有机结合的开创性

尝试。 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丘文娟在揭牌仪式上透露， 以

后， 每月17日都是“广州善融扶

贫长廊” 的扶贫日， 将定期举办

全国各地扶贫优质产品的线下展

销会， 为广州市民提供原生态扶

贫产品， 因地制宜创新电商扶贫

模式， 变贫困地区农产品为畅销

商品。

在扶贫长廊里， 还有广州市

对口帮扶各贫困地区的工作成效

展以及建设银行扶贫事迹展。 此

外， 主办方还组织了贫困山区的

众多绿色农特产品参加展销活

动， 市协作办有关负责人在现场

表示， 广州正在积极探索构建消

费扶贫的“广州模式”，全力助推

“黔货出山”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

场。

政银企合力

为贫困地区产品搭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日前， 东亚银行在其香港官网上

发布盈利警告称， 今年上半年，

由于4项面值总值约为62亿港元

的中国内地早年批出的贷款资产

预期会出现信贷级别下调， 将导

致约25亿港元至30亿港元之间的

重大税后减值损失。 记者注意

到， 该项房地产领域资产减值损

失约占东亚银行去年上半年净利

润的七成。

不过，东亚银行表示，普通股

权一级资本（CET1）和总资本充

足比率预期于2019年6月30日仍

分别高于14.5%和19%， 均远超过

监管机构的要求。 同时流动资金

情况持续强劲， 该集团的核心银

行业务仍保持强劲。

根据东亚银行的全资附属公

司———东亚中国 2018年年报显

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在房地产

业发放贷款和垫款超过三分之一

均在房地产行业， 账面余额为

436.86亿元，占比为35%，但较2017

年末占比的39%已经有所下降。

东亚银行预计

上半年净利将下滑

从“一牌难求”到“有价无市”

第三方支付牌照价格缩水近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