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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境支付是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着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
台的迅猛发展,为了让跨境电子商务行业持续稳定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良好发展起着很大
的作用。本文将从跨境支付现状出发,探寻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发展策略。通过对我国跨境支付目
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提升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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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yment platform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border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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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Cross-border pay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yment platform.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yment platform plays a great rol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border payment,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yment platfor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s cross-border payment, the specific
path to improve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yment platform is proposed.
[Key words] Cross-border payment platform;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ird-party pay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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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跨境支付平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20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

随着我国政策的快速推动和出口型

出发,研究并制定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

测报告》显示,2020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

支付平台的发展策略。

商务管理平台验放进出口清单24.5亿票,

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跨境电子商

1 跨境支付的现状分析

同比增长63.3%。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

的发展。目前,我国个人用户的跨境支付

1.1跨境支付机构数稳步上升。从

亿元,增长31.1%。同时报告还显示2020

场景主要集中在跨境网络消费、跨境转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了《非金

年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共有33家平台获得

账汇款,其中用于跨境网络消费的跨境

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后,第三方支

融资,融资总额超70.9亿元。进口跨境电

支付网民数占比最高,达到了65.7%,同

付业务快速的发展,截止到2016年,中国

商领域融资事件共9起,融资金额超30.8

时最常使用跨境支付的网民占比达

人民银行已对266家非金融支付机构(以

亿元,占据主导地位。据《中国第三方支

39.5%。可见,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的发展

下简称支付机构)颁发了支付牌照,其中

付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前景不容小觑 。但跨境电子商务支付

对30家支付机构颁发了跨境支付牌照,

析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

允许这些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

行业规模已超5.5万亿元,其中,跨境支

务支付行业在未来的几年内仍会有快速

[1]

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发展。因此,本文
54

1.2跨境支付交易额迅猛增加。据

付主要应用于跨境零售电子商务以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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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跨境B2B电子商务领域。2020年由

交易量持续大幅度上升。国家对出口跨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消费后,资金无法立

于全球疫情的爆发,国际物流严重受阻,

境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较大,跨境出口

即到账,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而我国的各

因而预计2020年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

业务交易额远高于进口。国家大力支持

种通关退税手续又相对繁杂,企业的资

总体规模增速会大幅下降。但从总体上

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实现“中国创造”

金回笼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进一步导致

来说,跨境电子商务支付交易额仍在迅

的战略目标,因此出口跨境电子商务支

资金周转的巨大风险。同时企业由于承

速的增加。同时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付市场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发展潜力

担着巨大的风险,因而极易导致企业资

便捷性和低费率的特点完美的契合了跨

[4]

大 。

金周转不足,进而面临破产的困境。

1.5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更趋向于移

2.3支付环节交易风险高。在我国跨

支付次数多的特点,成为了交易支付的

动端支付。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境电子商务支付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

[2]
主力军 。根据iResearch公布的数据显

以及跨境电子商务消费金额的逐步增长,

的交易信用风险、交易安全风险和交易

示,从第三方跨境支付C端线上线下交易

移动端支付用户数也在稳步提高。据中

真实性风险。由于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匿

规模来看,2019年我国第三方跨境支付C

国支付清算协会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应

名性,难以辨别交易双方交易席位的真

端线上支付交易规模达7285.7亿元,同

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18年移动支付

实性,支付机构也无法真正识别资金的

比增长9.6%,C 端线下支付交易规模为

用户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显示,

去向,使得交易真实性风险极高。在跨境

3700亿元,同比增长72.1%。据前瞻经济学

有80.1%的用户每天都会使用移动支付,

支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跨境货款

人的报告显示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

较2017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而一周使

已收而货物未到,或者货物已收而货款

量快速增长,2019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

用2到3次移动支付的用户占比也达

未收等情况,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对此

统处理业务188.43万笔,金额33.93万亿

14.4%,仅有1%的用户不常使用移动支

类问题的监管仅仅停留在虚拟层面,无

元,同比分别增长30.64%和28.28%。日均

付。同时报告显示,移动支付应用的主要

法确定实际的交易情况,这对于交易双

处理业务7537.15笔,金额1357.02亿元。

场景是生活消费以及投资理财。由此可

方来说风险都是很大的。买方可能会被

未来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规模将持续稳

见,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未来将会更加趋

骗取钱财,而卖方如果遭遇买方进行虚

定增长,2025年预计突破500万亿元。可

[5]

向于移动端的支付 。

假交易或恶意对无质量问题的产品寻找

见跨境支付正逐步迈入高速发展期。

2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
存在的问题分析

理由退货,也会面临着信誉及金钱的损

1.3跨境支付业务呈现多元化。传统
的跨境支付方式主要包括银行电汇以及

2.1机构收费标准高。在我国的跨

风险高。同时由于支付环境的不确定性,

专业汇款公司,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着

境电子商务支付方式中普遍需要交付

部分非法人员会利用钓鱼网站或其他恶

许多的痛点。银行电汇的到账速度慢,

一定的手续费,且手续费费率从0.5%至

意网站及技术盗取交易双方信息,造成

一般需要2至3天,这无法满足个人消费

5%不等,整体收费标准较高。我国的跨境

交易双方信息泄露,给交易双方带来很

者高频次的支付需求。而专业汇款公司

支付有四种常用的模式：电汇、国际卡组

高的交易安全风险。这不利于我国跨境

到账速度较快,10至15分钟即可到账,并

织、银联和第三方支付。在国际卡组织模

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稳定发展,也极大

且这两种方式均存在手续费高的问题。

式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费率,如中国地

的制约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发

而现在出现的新型的跨境支付能够有效

区为2.8%至3%之间,亚太地区在1.8%至

[7]
展 。

的解决传统跨境支付所带来的缺点。新

2.5%之间。银联模式中手续费也大概在

2.4跨境电子商务融资难度大。由于

型跨境支付是指线上化的第三方支付,

1.5%至2%之间。而相对费率较低的第三

中小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自身的经营规模

它能够支持银行账户、国际信用卡、电

方支付模式中费率也在0.5%以上,如在

不大,资金基础薄弱,大多面临着资金周

子钱包的多种支付工具的使用,极大地

国内知名度较高的LianLianPay平台,其

转的问题。且由于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兴

契合了小额、高频的个人消费者的交易

费率也在0.7%至1.5%之间,Paypal在国

产业,大部分的公司规模有限,躺着这对

特点,同时提高支付效率并降低支付成

际上知名度高,也是我国跨境电子商务

行业现状了解不多,从而造成企业融资

[3]
本 。

常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费率相对更

难度较大,企业资金流不足,加上企业所

高,在2.9%至3.9%之间。可见,我国跨境

承担的巨大的跨境支付风险,企业极易

[6]
电子商务支付的收费标准整体偏高 。

面临入不敷出、岌岌可危的窘境。由此

境电子商务B2C市场交易单笔支付额小、

1.4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市场发展潜
力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失。这些都说明了跨境支付交易的信用

多的人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使得跨境支

2.2资金回流周期长。在我国的跨境

可见融资难度大是阻碍中小型跨境电子

付场景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子商务、出境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的过程中,支付手续

商务发展壮大并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因

旅游和出国留学三大方面。同时由于近

相对繁琐、到账时间也相对较长,这容易

素。同样的,带着“跨境交易”的跨境电

几年的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迅猛发展以

导致境外的企业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周转

子商务支付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使跨境支付的支付

不足的风险。由于境外的消费者在我国

随着金融体系监管的日趋完善银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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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银行为了规避风

技术,加强对该类行为的监控力度,做好

的资金稳定,保持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

险而采取严控融资业务的措施,同时加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风险的评估,对

[8]
台的持续发展 。

之民间融资的利息和风险不断升高,跨

违法经营的行为进行公示批评,并对有

4 总结

境电子商务支付公司的融资形势越来

虚假宣传的卖家实施相应的惩处,通过

跨境电子支付是跨境电商交易活动

越严峻,阻碍了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的发

惩戒措施对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交

的重要一环。加强跨境电商支付平台的

[8]
展 。

易风险进行管控,督促经营者加强自身

规范化、制度化对于净化跨境电商交易

3 提升中国跨境电子商务支付
平台的措施

内部的信用管理。对于进行交易欺诈的

环境、降低跨境电商企业风险以及推进

买方,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应制定相

跨境电商良好、稳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3.1合理设计机构收费标准,维持机

关的跨境退货规则,对买卖双方信用设

因此各级相关部门应当重视优化跨境电

构良性竞争。由于不同跨境支付机构的

立信用积分,实行相应的积分管理制度,

商支付流程,简化支付流程,增强支付的

收费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易产生机

进一步规范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双方的交

安全性,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跨

构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不利于我国跨境

[7]
易行为,降低跨境交易的信用风险 。同

境支付行为,提高平台准入门槛,维护良

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长期发展。因此国

时提高跨境支付的准入门槛,也有利于

好有序的跨境支付交易环境,同时加强

家应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平台的

跨境支付平台的规范化,维护良好的跨

拓展多种融资渠道,为跨境电商企业融

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借鉴国外成熟机构

境支付交易环境。

资助力,进而推动跨境电商行业的蓬勃

的经验,不断创新支付模式与支付路径,

3.4健全跨境支付法律法规,确保跨

科学设立手续费层级,实行分类管理,并

境电子商务支付真实性。对于现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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