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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再次重申禁止网售POS机

严禁外包机构利用网络渠道售卖受理终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郑晓

慧）

对于网络售卖 POS 机、刷卡器等乱

象，银联近日再度发声。 记者从接近银

联的有关人士处证实， 近日银联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联网络特约商户和

受理终端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其主要内容为要求对商户的受理

终端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同时再

度明确不得在网络渠道中售卖 POS

机。

违规销售 POS机依然存在

早于 2016 年， 央行就已发布 《关

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指

出了禁止网上买卖 POS 机 (

包 括

MPOS)、 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今年 3

月， 央行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支

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有关事项的通知》， 再一次强调了要

求收单机构严格按规定审核特约商户

申请资料， 采取有效措施核实其经营

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同时要严格

受理终端管理。

虽有禁令，但在网络平台上违规销

售 POS 机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部分网

络平台上搜索“POS 机”的相关词，依然

可以看到有不少商户在网络平台上销

售 POS 机。 如记者在某鱼平台上，依然

可以看到在售 POS 机。

9 月 26 日，拉卡拉股票盘中跌停曾

引发猜测。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严格遵照

监管要求， 严禁网上售卖受理终端，因

此该文件的颁布对公司业务无影响。

网销 POS机主要用于套现

一名支付行业的相关人士对记者

表示，网销的 POS 机，在业内俗称“撸

撸机”，主要是用户用于信用卡套现，除

了套取现金以外，还有就是为了能获得

银行的消费积分或者达标银行的一些

活动。

近日，记者从接近银联的有关人士

处证实，近日银联发布《通知》，要求对

受理终端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核实。 对

于违规移机使用、无法确认实际使用地

点的受理终端，收单机构应暂停资金结

算并核实。 同时还严禁外包机构利用网

络渠道售卖 POS 机、 刷卡器等受理终

端。 该相关人士还透露，由于在网络平

台上违规销售 POS 机屡禁不止， 银联

此番的目的在于要求收单机构要加强

对 POS 机及商户真实性管理， 同时加

强非法 POS 机买卖管理， 封堵网络买

卖 POS 机渠道。

“规范 POS 机的管理真是必需的。

否则收单市场一混乱，直接会影响上游

的发卡银行。 储蓄卡还好，最多是活动

营销成本增加，但信用卡直接牵涉到个

人信贷问题后果就严重了。 ”该支付行

业的相关人士说道。

任职仅14个月

恒大人寿董事长朱加麟辞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10 月

8 日，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下称 “恒

大人寿”）

发布公告称，朱加麟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其他一切职

务。 公告表示，朱加麟的辞职不会对公

司董事会运作及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下任董事长或将从非独立董事选出

公开资料显示，2018 年 7 月， 朱加

麟开始担任恒大人寿董事长。 在此之

前， 先后担任信诚人寿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运营官、副首席执行官，中信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恒大金融集团常务

副总裁、总裁，恒大集团副总裁等职务。

入职恒大人寿以后， 仅仅过了 14

个月，朱加麟即宣告辞职。 恒大人寿在

公告中表示， 朱加麟系由于个人原因。

据记者了解，朱加麟的辞职，实际上来

自对家庭的考虑，辞职以后，朱加麟将

回到北京开展生活和新工作。

据悉，朱加麟辞职以后，恒大人寿

尚有 4 名独立董事和 2 名非独立董事。

业内人士指出， 恒大人寿下一任董事

长， 或将从上述两位非独立董事中，或

从控股股东中选出。“一般来说，从独立

董事上直接选取董事长的概率不大，从

非独立董事和控股股东等选出的概率

更大。 另外，险资企业今年外部发展环

境相对宽松，这使得后续人选方面的压

力相对会小一点。 而从险资发展的角度

来看，具有更强对外股权投资能力的人

选会更佳。 ”财经评论员严跃进指出。

银保渠道保费收入占大头

据记者了解，目前恒大人寿银保渠

道的保费收入依然占所有渠道保费收

入的“大头”。 2018 年报显示，恒大人寿

当年保险业务收入 323.72 亿元，同比增

长 15.20%。 其中，“银行代理”渠道收入

达到 301.63 亿元，占比达到 93%；其次

则为“保险中介代理” 渠道， 收入为

10.20 亿元，占比仅为 3.15%。

年报指出，上一年度原保险保费收

入前 5 的保险产品均为银行代理渠道

销售的产品。 其中，恒大福临门两全保

险在当年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就录得

199.24 亿元， 占当年保险业务收入的

61.55%。

针对银保渠道保费占比依然较大、

且是否会受到相关影响，截至记者发稿

时， 恒大人寿方面暂未对此做出回应。

根据恒大人寿最新披露的 2019 年二季

度偿付能力报告，该公司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为 124.6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 127.05%， 比上一季度末数据有小

幅提升。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该公司实

现保险业务收入 69.47 亿元， 净利润

3.99 亿元。

警保合作大幅提升交通事故处理效率

最快23分钟即可完成车险理赔赔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日前，

广州市交警支队联合平安产险广东分

公司和金融壹账通举办警保合作新模

式推进会，协力打造“线空地一体化”合

作模式。 依托警保合作执法平台和警保

合作统一事故处理平台，广州市交警支

队和金融壹账通、平安产险在道路交通

安全预防、事故快处、生命快救、人伤快

治、 大庆护航等五大领域展开深度合

作。

警保合作“线空地一体化”

据悉，作为本次合作的技术支持单

位， 金融壹账通通过提供智能取证、智

能定责、智能定损三大核心技术，依托

天网探头、无人机等智能设备，与广州

市交警支队与广东平安产险共同合力

打造“线空地一体化”的警保合作模式，

实现事故处理的统一智能调度、现场极

速撤离、远程统一定责、线上定损快赔、

智能推荐附近优质修理厂等，达到一站

式处理客户定责、理赔、修车三大需求，

大幅提升交通事故的处理效率。

一般来说，车险理赔案件需要经过

客户报案、查勘定损、核价核损、单证收

集、核赔、结案支付等几个环节才能完

成。 传统的核保流程大量依靠人力进行

勘察、分析、定损，流程繁杂，经营成本

高企，效率低下，出错率高。

然而，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

整个业务流程将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

且有效地降低理赔成本，管控理赔渗漏

问题。

可调度无人机指引客户撤离

据广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道路事故发生后，若在天网探头

或无人机区域内， 事故将自动被捕捉，

双方车辆碰撞的相关影像数据将及时

同步至统一事故处理平台，警保远程坐

席将根据同步过来的影像远程实时为

车主定责，并统一调度无人机飞往事故

现场空中喊话指引客户撤离。

若事故不在无人机覆盖区域内，事

故当事人可通“广州平安出行”小程序

进行视频呼入报案，远程警保坐席将通

过视频实时指引车主快速完成事故取

证并指引客户撤离至安全地段。

最快2.7分钟可协调事故车辆

撤离现场

金融壹账通保险一账通 CEO 毕伟

表示，以前大多数保险产品的理赔都是

手工的，效率低、时效慢，准确率也有

限。 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则解放了

人力。 以“图片定损”为例，对单方小事

故，车主只要按照引导直接拍照后上传

至 APP， 后台的 AI 机器人即可自动完

成定损。

“线空地一体化” 模式自 5 月上线

试点以来， 已累计处理案件量近 5000

笔， 最快 2.7 分钟可协调事故车辆撤离

现场、 4.2 分钟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 23 分钟即可完成车险的理赔赔

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