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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俏
傅友兴
田超
阙伊婷
张碌
徐文杰
宋兆勇
胡东健
黄涛
宋歌
邓耀
邵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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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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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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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利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纬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泰证券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平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点石投资一有限公司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骏毅资本
中金公司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

浦俊懿
阮润生
田杰华
姜国平
黄逸风
徐雄晖
朱一峰
王路跖
张乐
刘翔
李波
杨家翔
杨毅
刘扬
张倩霭
刘泽晶
任文杰
邹欣
姜俊龙
魏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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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
林振民
蒋飞
刘洋
陈平
陈俊斌
吴桑
于骏晨
唐光英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时报
银河证券
光大证券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
厦门普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
君合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乾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
深圳市创海富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码投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证券

时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地点

深圳市万豪酒店会议厅

接待人员姓名

刘祥、李艳芳、赵辉
1、 您好刘总，请您介绍一下支付行业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
您好，这个问题我先从一些统计数据给大家介绍。对于 2014
投资者关系活动
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额，国际上的不同权威机构 Gratner、
主要内容介绍
Juniper 及 Research 等分别进行了预测，从 3 千亿美元至近
万亿美元不等，但总体结论一致，即全球移动支付正处于
迅猛发展阶段。同时，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2014 年支付
体系运行整体情况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末，银行卡跨

行支付系统联网商户 1,203.40 万户，联网 POS 机具 1,593.50
万台，增长速度超过 30%，但入网商户数占全国商业主体
总量的比例仍不足 20%，银行卡交易网上迁移趋势明显，
但线下交易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电子支付业务往移动
端迁移的趋势明显 。因此，我认为在移动互联网的大背景
下，电子支付行业呈现产业链全面互联网化、跨产业链融
合、兼顾交易双方利益的产业趋势，“安全”贯穿交易过程
的始终。
2、 您好刘总，请问你对未来支付方式的预判是怎样的？
在中国移动支付迅猛发展，O2O 线上线下加快融合的背景
下，除了传统的银行卡支付外，我国支付市场涌现了多种
支付形式包括蓝牙、二维码、声波、指纹、NFC 等方式，
未来也是在不同的支付场景中，多种支付方式并存，但主
流的支付方式应该是朝着支付技术与生物识别的融合方向
发展。
3、 您好刘总，请问在您刚刚讲到的电子支付行业呈现产业链
全面互联网化、跨产业链融合、兼顾交易双方利益的产业
趋势中，新国都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您好，公司为了更好夯实基础和开拓市场，确实是做了一
些功课和准备。首先，从产品销量和客户结构方面，新国
都 14 年 POS 产品销量首次突破 100 万台，主要客户包括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
浦发银行、农信社等国内主流商业银行，银联商务、通联
支付等第三方机构客户，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
为了更好的巩固市场， 公司目前在全国各省市拥有 69 个
自有的售后服务网点。其次，公司 14 年在国际市场取得
多方突破，与全球超过 66 个国家的客户建立良好合作关
系，且在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批量销售；还有，如李总刚刚
在课件中讲到，公司 14 年主营业绩恢复强势增长，净利
翻倍、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
4、 您好刘总，在您刚刚讲到的支付行业发展趋势中，请问您
对于 pos 终端的变化怎么看？公司是否有做新产品部署？
您好，我们认为未来的智能 pos 机将在原有的安全的基础
之上，朝着开放、智能、便捷的特征发展 。对此我们也有
研发各种新产品，比如 Mpos 由 PAD、电脑、智能手机+
独立分离的支付模块组成，主要应用保险行业、O2O 模式
下的中小商户等；TEEI POS（拟开发）独家与中国银联联
合研发国内首款采用 TEEI 技术的全新智能 POS，等。
5、 您好刘总，您曾经讲到全面拥抱互联网战略，请问这个战

略怎么理解，具体部署那几个方面？
您好，公司于 14 年中提出全面拥抱互联网战略，具体是
继续深化“pos 硬件终端入口+互联网+大数据分析+金融”
模式 ；围绕公司主业及未来战略进行积极的收购兼并，
打造自有商业生态圈，我们希望夯实主业，积极寻找互联
网方面的业务转型，最终建立一个与产业链各方共荣共赢
的商业生态圈。
6、 请刘总介绍非公开发行项目以及高管认购的理由，谢谢。
您好，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行股数不
超过 1,200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552 万元，发
行价格为 50.46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目的
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长期发展提供所需资金，优化
资本结构，提高资产规模，具体将用于包括巩固终端核心
业务、延伸电子支付技术产业链、推进金融大数据服务、
加大技术研发及生产投入和海外业务拓展等，有利于全面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高管认购
的原因, 一是公司高管看好支付行业发展，同时公司提出
互联网战略的转型以及每一个项目都围绕战略在探索，发
展主线清晰；二是公司作为国内第一梯队品牌，未来在支
付领域仍有很好的卡位优势，公司今年不仅看好国内市场
发展，同时看好海外市场拓展。
7、您好刘总，请您介绍一下大拿以及投资大拿的意义？
大拿科技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物联网平台型公司，作为
全球领先的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
Dana 物联云平台运营及服务，核心产品为 Dana 物联云平
台及 Danale APP。其现有核心产品大拿物联云平台已应用
于视频监控、车联网、智能家居多个领域，以视频物联云
服务为业务主线，在中、美、英、法、俄、墨西哥、巴西、
瑞士、韩国、沙特阿拉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云端
服务器。用户通过 Dana APP 登入平台和手机、平板、电脑、
智能电视建立连接，即可实现在任何网络、时间、地点，
都能连接和分享视频监控设备。
投资大拿的意义：1）基于大拿现有业务有助于公司布局移
动互联网前沿技术，获得未来市场发展先机；2）大拿科技
研发的智能芯片接口规范已经有 100 多家芯片厂商采用大
拿提供的协议接口标准，其中包括美国安霸、华为海思半
导体等全球主流芯片厂商。我们看好大拿科技成为下一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球范围大型物联网平台公司。3）新国
都未来拟建立自有智能 POS 物联网平台，与大拿科技的云
平台技术有很好的契合点。4）公司确定了互联网战略发展
方向，将通过内生和外延式发展的方式，将大拿科技公司

的核心技术与现有支付受理设备、其他互联网服务、智能
产品等应用相结合，通过业务资源整合与协同，逐步落实
互联网发展战略规划，最终获得一定的未来发展的市场先
机。
8、 您好刘总，请您介绍一下中正科技以及中正科技的意义？
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一流的智能型系统平台
和身份认证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覆盖智能金融、智能交
通、智能安防三大领域，目前中正指纹设备装机量在全国
金融业中市场份额超 60％， 是业界唯一在公安部二代证
指纹算法及设备采购项目中，指纹算法、指纹电容式采集
仪、光电式采集仪同时入围的厂家，也是华为全球重新招
标指纹算法合作企业，目前仅存最后一家仍在联合测试的
企业 。
新国都与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强强联合”，共
同布局生物识别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新国都积极探讨
人脸识别技术与支付服务相结合，并在会员管理、积分管
理等领域将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应用实践，我们认为生物识
别和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认证是电子支付的最终技术形
态。
9、请董事长谈一谈公司新的业务方向、支付业务核心思路？
我们的核心思路是以支付为切入点，延伸到支付的上游和
下游。我们认为在交易活动中，支付是交易活动其中的一
个环节。举一个场景例子，客人到一个餐馆消费，从进餐
馆的门开始，交易就开始了。如果在未来的理想状态，当
客人进入餐馆，餐馆系统能够识别客人是谁、消费偏好以
及常用的付款方式等等。我们现在用的是会员管理系统，
通过会员管理系统识别你，对你的消费偏好，读取你的历
史纪录，然后到商品的选择，到最后一个步骤才是支付。
所以我们是以支付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延伸到整个商户交
易的全过程，尤其是线下的商户交易。我们理解的 O2O 的
概念，是他在整个线下交易全流程都渗透进去，我们对他
的过程进行跟踪，数据沉淀、升级，最后才是支付。
10、请问刘总对生物识别的看法？
我们认为未来 5 年，人脸识别真正用于支付不是特别可行。
人脸识别的识别率是不太精确的，受影响于年龄、面容变
化等，所以不适合用于支付环节，支付的核心是安全，但
该技术适合做大数据分析、行为分析。
我们投资大拿有一个背景，是希望在视频识别上有一些积
累。大拿有一个很好的优势，他们在视频、云平台技术积
累、视频处理有很深的功底，未来可能转变做人脸识别、
视频识别这些方向，同时，他有很好的云服务平台，是一

个真正互联网背景的公司，我们新国都是相对传统的 IT 厂
家，我们需要这种互联网信息能力的公司加入我们队伍中
来。
我们认为真正适合做支付的就是指纹识别，指纹识别和脸
孔有很多细节不同，指纹识别被伪造的可能性比人脸识别
小得多。脸孔是暴露的，而指纹被别人盗取的概率小得多。
浙江中正做的指纹积累是很深的，指纹技术也在发展，现
在是接触式的，以后会是非接触式的，你只需要把手一挥，
系统可以读取你的指纹。我们认为未来 5 年生物识别进入
支付环节，还是指纹识别比较可靠。
11、在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的布局，公司是怎么构想的？
我觉得做互联网金融得有自己的生态，得有自己客户、一
定的客户数量。如果我们有千万级的使用客户，我们的产
品才有自己的市场，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生态圈，要有这么
多数量的客户，再进一步面向客户，再把你的流量、客户
数量转化为现金流。
我们现在有一些商户，他们有贷款融资需求，短期的，哪
怕一天内的也需要融资。传统的银行卡收单结算是 T+1，
哪怕你能够提供 T+0 产品，这就是很好的小贷产品。
对这些商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进行分析，对不同的类型
的商户推送不同的产品给他。随着我们交易结算量增大，
客户数量增大。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只要我们的
商户圈进来，使用客户圈进来。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的平
台能够覆盖商户的整个交易过程，只要覆盖整个交易过程，
我们有信心，有机会能够参与进去交易的其中的环节。
将来生物识别很成熟，我们只需要你使用指纹进行授信，
直接消费。目前阶段，我们还是需要建设强壮的运营平台，
拉更多的客户、商户，让商户、客户使用满意。
目前我们是通过合作的方式，让商户进入平台，因为我们
现在没有，也不跨过去做收单业务。我们是想通过做一个
通用的平台，能够为我们目前的目标客户使用、服务，我
们对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先进性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让
我们的客户使用我们的平台，让他觉得使用我们的平台，
远远超过他自己搭建的平台。这对我们整个行业经验、技
术积累要求很高。
12、 请问刘总目前征信子公司业务的进展情况？未来会否
做运营？
征信这块目前我们正在测试我们的系统，因为进入这一块

监管部门也是设置了前置条件，包括 IT 系统，业务、模型
要先设计好等要求，目前 IT 系统已经在准备，5 月份准备
要通过认证测试。公司成立了专门小组在做这个事情，争
取取得人民银行发的征信牌照；目前公司没有做运营的考
虑。
13、 您好刘总请问公司在申请征信牌照的优势？
首先，公司还是要有自己的数据，做征信业务，数据哪里
来，如果自己没有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外面买的，或者
说合作的，没有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数据来
源。我们做征信主要是为了金融征信，围绕金融产品，围
绕信用积累，这也是我们一个优势，毕竟我们是支付专业。
14、 请问刷卡交易份额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刷卡份额占整个交易份额的相对份额，长期是下
降的。线下实际刷卡份额，相对网上交易是下降，但金额
未来 5 年是上升的，刷卡这种形式完全被新的支付取代是
不可能的，一天刷 10 笔一天刷 1 笔都需要一台终端。但是
刷卡费的相对份额我们认为是相对下降。
15、 请问刘总征信方面如何处理隐私问题？
人民银行发征信牌照就是为了规范这个问题，在未来会有
强大的监管，需要知道你的数据是如何保管，如何存储，
你的公司、系统内部是什么管理流程，这些都纳入了征信
管理、监管的内容中。因为给你牌照，所以你不能随便贩
卖别人的隐私，那如何能变成征信产品？一定是通过数据
分析、及各种数据模型，最终形成结果，并经过你本人同
意、授权的，才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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