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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带钱包、忘带手机，走到收银台前，看一看
购物车里一堆已经选好的商品，该如何化解尴尬？
“没事儿，您到这边来刷脸就行。”在收银员的指引
下，厦门市民王春苗走到超市自助结账台前点选
“刷脸支付”，简单输入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对着
摄像头微微一笑，交易就完成了。让王春苗万万没
想到的是，几年前与友人一句“我刷脸结账行不
行”的玩笑，如今竟成了现实。

移动支付方兴未艾，刷脸支付已

崭露头角

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原本人头攒动的缴费
柜台现已渐趋规整，除使用传统的医保卡、银行卡
和现金缴费外，刷脸缴费成了病患和家属的“新
宠”。自 2018 年 9 月开始，这家医院上线了 40 余
台有刷脸支付功能的自助收银机。

刷脸缴费的出现，有效缓解了医院在就诊高
峰时段收费排队问题，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统
计数据显示，该院的收银结算效率较过去提升了
50% 以上，在节省患者排队等候时间的同时，新
增加的 40 余个收银通道，大大缩减了管理成本。

据测算，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
门诊患者平均就诊时间为 177 . 2 分钟，而其中排
队时间占了 75%。

传统超市中收银台前大排长龙的画面开始渐
渐成为历史，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自助扫码结
账，并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完成付款。

“2018 年 8 月以后，我们引入了自助结账系
统，每个用户平均可以节省一半的等待时间。”卜
蜂莲花市场部助理副总裁袁林化告诉记者，“每一
次结账都能减少两三分钟的等待时长，有效提升

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袁林化说，据他们统计，普通大卖场顾客结账

10 件商品平均需要 56 秒，而刷脸支付则只需 28
秒。按卜蜂莲花一年 6000 万的客流量计算，可以
节省 46 万小时的总时间，如果折算成社会成本，
相当于一年节约 2760 万元。

在新科技的助力下，年轻人有从网上购物重
返线下扫货的趋势。“在上线人脸识别结算系统
后，卜蜂莲花的年轻用户明显增加。”袁林化说。

用你的照片，究竟能不能盗刷你

账户里的钱？

“网上看到有人拿着别人的照片去刷脸，结
果支付成功了，刷脸支付究竟安不安全？”前不
久，一些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使用知名人
士照片刷脸支付并“成功”的视频片段。记者就此
专门咨询了移动支付公司的技术人员。

支付宝生物识别技术负责人林述民说，刷
脸支付是基于人工智能、机器视觉、3D 传感、
大数据风控技术，最新实现的新型支付方式。用
户在无须携带任何设备情况下，凭借刷脸即可
完成支付。而人脸识别算法是基于深度神经网
络，让计算机学习人的大脑，并通过不断训练，
以交叉验证和动态识别的方式，来识别人脸。

支付宝的“刷脸支付”采用 3D 人脸识别技
术，在进行人脸识别前，会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
式进行活体检测，来判断采集到的人脸是否是
照片、视频或者软件模拟生成的，相比早先的
2D 人脸识别技术，能更有效地避免各种人脸伪
造带来的身份冒用问题。林述民称，在软硬件的
结合、智能算法与风控体系综合保证下，目前人
脸识别的准确率为 99 . 99%。

除此之外，在进行人脸识别过程中，首次刷
脸还需要输入与账号绑定的手机号进行交叉校
验，进一步提高了用户在支付时的安全性。

“刷脸支付”逐步进入成熟商用阶段

2018 年 12 月，味多美宣布接入刷脸支付。
这家在北京地区拥有 300 多家门店、成立 22 年
的企业“试水”将传统食品行业经营模式与最新
移动支付科技相结合。

“我们每年服务于北京市民 3000 万次，高
峰期收银还是面临一定压力。”味多美首席信息
官胡博说。显然，未来刷脸支付将不仅仅是大型
商超类门店的专利，便利店、速食店甚至是菜市
场都将成为刷脸支付的重要应用场景。

经过多年发展，刷脸支付技术在今年已逐
步进入成熟商用阶段。支付宝方面称，其新一代
刷脸支付产品“蜻蜓”的识别率达到 99 . 99%。

数据显示，自 2018 年刷脸支付大规模商业
化后，与刷脸支付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催生的
研发、生产、安装调试人员已达 50 万人。

“我刷脸结账行不行”，如今真的行

数字金融“黑科技”助力小微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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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放款慢、准备资料时间久，小贷公司利
率高、风险也不明确，原本以为自己的创业路就到
此终结了。”说起资金周转难的问题，福州一家小
超市的经营者罗照明倒起了苦水。

事实上，与罗照明这样的小微经营者一样，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经理们也有同样的苦恼——— 小微
经营者缺乏抵押物，鲜有大批量的银行交易流水，
更别提专业的财报信息了，贸然给这些小微经营
者放贷，银行的资金风险也将随之增加。

数字金融技术让小微经营者借

款的腰杆“更硬了”

2017 年 4 月起，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的罗
照明在福州晋安区开了一家约 150 平方米左右的
小超市，由于创业初期缺乏周转资金，超市经营一
度陷入了困境。

罗照明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用来收
款的支付宝界面上出现了一个贷款业务的入口，
一研究才发现，这是支付宝专门针对商户的一项
贷款业务——— 贷款即时到账，而且利息超低，1 万
块每天只有块把钱的利息。

发现“新大陆”的罗照明开始试着在这里“融
资”。之后，他还意外地发现，通过“收钱码”收款越
多，自己能获得的贷款数量就越大。慢慢地，靠着
“动动手指”就获得的资金支持，罗照明坚持到了
现在，小超市的生意也比去年好了不少。

究竟是什么“黑科技”做了前人

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小贷机构行业内对于小
微经营者的拒贷率达到 70% ——— 中小商家贷款
难，本质上的原因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
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所以没有人“有勇气”接给
小微经营者放贷的活儿。

在杭州的网商银行总部，除了编写风控模型
的程序员外，记者几乎看不到负责上门推广和运
营放贷的工作人员。不上门考察，就给小微经营者

放贷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原来，是数字金融的
新科技：

———“毛线球”VS“蒲公英”，如何识别出真
正有资金需求的小微经营者。怎样才能给真正
有需要的线下小商家最合理的授信额度？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海量使用收钱码的用
户中识别出哪些是商家，哪些是个人。据网商银
行风险管理部资深总监余泉介绍，如果是个人，
与他发生资金联系的人，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
关系图就像一个毛线团。而如果是个人经营者，
与他发生资金关系的人会更多，彼此之间没有
什么联系，关系图像一个蒲公英。这个逻辑虽然
简单，但是要给几千万的商家在几秒钟内做出
判断，对模型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

——— 了解商家的经营状况和潜力，原来修
路也会影响经营潜力和风险的预测。为线下小
微经营者提供贷款服务，最重要的是评估他们

的信用情况，但他们往往没有大宗固定资产，
也缺乏信用积累，仅仅通过已有的交易授信，
很难还原他们的经营全貌。所以，在经营预测
上，风控专家们会更多考虑线下小微经营者的
实际情况，来预测未来的潜力和风险。

比如，沿街的门店在遇到修地铁、铺设管道
等市政变化时，通常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经营
情况，所以将店铺的地理位置与地图数据进行
匹配，结合周边的市政信息、地标建筑、人流情
况、买家结构、同类商家情况等信息通过商圈聚
类和行业识别，能够在几秒钟内计算出店铺在
未来 6 个月的经营潜力和经营风险。

“举例来说，同样是卖包子的两家店，但其
中一家店所在的马路很快开始修地铁了，那这
家包子铺的老板能够贷的款，就会比另一家
少。”余泉说。

——— 反欺诈风险的研判同样重要。除贷款
服务外，小微经营者还能享受花呗收单的服务，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花呗进行套现，而变化多样
的套现模式，在风控专家眼里，就是个“攻防搏
斗”的过程。套现本质上会在交易上具有短时间
的集中性，因此，基于同个虚拟群体中套现黑产
在交易上表现出短时间的聚集性，通过特定的
算法进行匹配，就能实现对套现模式的防控。

小微经营者还能享受哪些“数

字红利”？

根据网商银行最近发布的年报显示：2018
年，网商银行的员工总数只有 720 人，虽然没有
一个信贷员，但累计服务的小微经营者却达到
1227 万。仅网商银行一家，2018 年就为小微经
营者提供了超过万亿元的资金支持。

2019 年 3 月 1 日，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在
北京披露，2018 年，网商银行为小微经营者提
供的超万亿元资金支持中，有 96% 发放给了贷
款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小微经营者，“我们希望
未来 3 年内，能让中国所有的个体户、路边摊都
贷到款。”

2018 年，中国三四五线城市小微经营者从
网商银行获得的贷款增速超 120%，远超一二
线城市的 74%，显示出中国经济下沉市场的活
跃。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小微
经营者的贷款需求比东部地区更为旺盛。

▲ 4 月 1 日，一名女士（右）在香港国际机场试验支付宝“刷脸支付”。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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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是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是萦绕

在大部分“吃瓜群众”脑海
中的问题，不少人是通过
“比特币”了解到的区块
链，因此很自然地就把区
块链和数字虚拟货币联系
在一起。

通俗地讲，区块链实
际上就是一种“去中心化”
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买
家和卖家无须通过中介，
就可以直接进行交易，而
为了防止存在某一处的
“账本”灭失，所有人都会
有一本一模一样的账本备
份，任何一处账本发生了
变更，所有持有账本备份
的人都可以知道是谁更改
了账本。

举例来说，A 找 B 借
钱，同时找来了 C 记账，
如果 A 有一天赖账了，B
就可以找 C 拿出账本来
和 A 对质，这就叫中心
化。而如果所有人都有一
本账本，A 找 B 借钱后，
B 用大喇叭告诉身边的所
有人“A 找我借了××钱”，

然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账
本上记下这笔账，那么以
后即使 C 的账本不见了，
那么其他人还可以拿出账
本来供 B 查阅，这就叫去
中心化，也就是区块链的
本质。

2018 年，华为、网易
等公司在加速入局区块
链。巨头公司越来越趋向
于做互联网络的基础设施
和技术开放平台，供中小
创业者做应用层及产品层
的创新。

在我国互联网行业
中，拥有区块链专利技术
最多的企业是蚂蚁金服，
据了解，截至 2019 年 4 月，该公司的区块链专
利技术达到 425 项。

当下这些区块链专利技术的应用场景，主
要集中在民生领域。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在
公开场合数次强调：区块链要在真实世界带来
真实价值，降低社会信任成本。分管蚂蚁区块链
的副总裁蒋国飞也说过，区块链并不高深莫测，
不久的将来，区块链将会像移动支付那样成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公益善款追溯领域，区块链的价值是能
让每笔善款的去向和用途都有迹可查。支付宝
爱心捐赠平台已经实现捐赠数据入链，善款来
源可追溯；2018 年 10 月份上线的相互宝，也实
现了上链，救助金去向及使用均有“链”可查；此
外，信美互助保险、女性扶贫保险等生态合作伙
伴的公益项目，也接入了蚂蚁区块链。

在商品溯源领域，区块链能让每件商品都
有一张不可篡改的“身份证”。蚂蚁区块链 2017
年从澳新奶粉溯源开始试水，2018 年开始，上
链的商品呈滚雪球式增长，在 2018“天猫双 11”
期间，大批量海淘商品实现了原产地溯源。

在城市服务领域，区块链的价值在于能让
每项城市服务更透明、更高效。在与地方政府的
合作中，解决民生痛点，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解
决一线城市租房难、房源真假难辨等问题。在雄
安新区，通过将区块链、身份验证技术和可信合
约技术的融合，市场上将兴起一个房源真实、租
户真实的可信数据平台。

在发票流转上，区块链也将为普通市民提
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门槛和成本。眼下，基于
区块链的电子票据、电子发票、电子处方和保
险理赔等已在全国多地城市开始试点工作。而
其现实价值在于，票据、发票上链使其在开具、
生成、存档和流转全程都盖上“戳”，让发票、票
据造假几无可能，也杜绝了重复报销的可能
性。

此外，由于所有关键节点上链，发票、保险
还实现了整个流程的可信流转闭环。保险对象
从申请到收到理赔款，全程只需 5 秒钟，消费者
从开发票到报销到账，也只需要一分钟。此前，
这些流程动辄要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在跨境支付领域，蚂蚁区块链选择了全球
最大劳务输出国菲律宾作为试点，以解决出国
务工者的最大刚需。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电
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香
港上线。港版支付宝 AlipayHK 的用户可以通
过区块链技术向菲律宾钱包 Gcash 汇款。整个
转账过程和在境内转账一样方便——— 实时到
账、7×24 小时不间断、省钱省事、安全透明。

在司法确权和维权领域，区块链的价值在
于让司法纠纷维权成本极大降低，效率极大提
高。2018 年 9 月 18 日，蚂蚁区块链技术支持杭
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上链。起诉人可通过线上申
诉入口，在线提交合同、服务流程明细等电子证
据，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法院、蚂蚁金服等链
上节点将为其共同见证、共同背书，相关证据再
也不用担心“灭失”的风险。

在版权和原创保护领域。记者完成一篇报
道、一张新闻图片，上传到作品库后，自动上链
存证。作者、时间、地点、作品内容……所有细节
都在区块链上被盖“戳”，这些“戳”是对所有人
广播，且不可篡改的。如果原作者发现有人在自
己作品上打上个水印主张作品是他的，作者可
以上链固定证据，并提交给法院做出裁决。

而对个体创作者来说，他们完成作品后在
手机上进行操作，一分钟内就能完成上链存证。
未来，如果版权维权的完整流程都能上链，维权
效率还能继续提高。比如授权环节如果上链，一
些公司是否获得了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授权，不
需要等事态扩大，上链就能查到；再比如侵权监
控系统如果上链，原创作者不用自己上链取证，
一旦侵权监控抓取到侵权证据，维权流程即可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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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养殖专业户金琳琳在照看自己养殖的鸵鸟。当禽类疫病来袭需要一大笔
费用时，她及时在网商银行拿到了 3 . 5 万元贷款，渡过了难关。 张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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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脸识别的准确率为 99 . 99%

在杭州的网商银行总部，除了

编写风控模型的程序员外，记者几

乎看不到负责上门推广和运营放

贷的工作人员。不上门考察，就给

小微经营者放贷的底气究竟从何

而来

原来，是数字金融的新科技，

风控专家们通过模型有效识别真

正有需要的线下小商家并给出最

合理的授信额度

网商银行希望未来 3 年内，能

让中国所有的个体户、路边摊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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