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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的“芝麻开门”：
现在是技术输出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起因：
三年前“印度马云”
邀蚂蚁办“印度支付宝”

说起蚂蚁金服出海的前世今生
还要从3年前说起，一位名叫ViJay的
印度人，来到杭州这座诞生了全球最
大电商企业的城市“取经”，他来头可
不小，被称为“印度马云”，是“One97
Communications”的老板，后者是印
度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之一。

2014 年，“One97 Communica-
tions”推出电子钱包业务Paytm，进军
移动支付领域。“我们要做印度最大
的移动支付平台”，ViJay向马云伸出
了“橄榄枝”，请求中国支付宝牵手

“印度支付宝”。很快双方一拍即合，
两轮投资之后，阿里系获得了 Pay-
tm40%的股份。

蚂蚁发现其应用架构、扩展性
和稳定性都很脆弱，由于缺乏技术
积累，产品和功能升级屡屡遇到瓶
颈。因此两年间到印度这家公司频
频出差的蚂蚁工程师总共有 100 多

位。他们有针对性地“下药”，以电子
钱包的风控安全技术为例，从 2015
年8月开始，蚂蚁国际风控头狼团队
就频繁飞到德里，和Paytm的同事深
入交流。

企业出海水土不服的案例比比
皆是。10多年前eBay退出中国市场的
经历也深刻影响到蚂蚁布局全球化
的思路。蚂蚁的出海口号是glocaliza-
tion，即“走出去，本土化”。蚂蚁金服
国际事业部资深业务专家陈彦说，

“本土化”是蚂蚁出海的第一价值观，
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去海外开分公司，
而是去当地寻找合作伙伴，彼此拿出
各自擅长来进行合作，也就是“技术
出海＋当地合作伙伴”模式。

成效：
印度街头飞饼摊
也挂二维码

蚂蚁国际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
张敏表示，在印度，当地人最重要的
娱乐就是看电影，“但看什么电影、什

么场次，都要到了电影院才能决定，
有时候还要等1-2小时。我们告诉他
们在中国，大家都是在家订好票，选
好座位，甚至爆米花都买好了，提前5
到10分钟到电影院就可以了，起初以
为行不通，但最后我们还是说服了印
度人。这个模式一落地，结果从上线
一个月的时间，有六分之一的电影票
就开始通过Paytm的合作伙伴在网上
销售掉了。”

如今，通过paytm销售的票房占
比达到 22%。而 Paytm 更开发出一些
中国没有的功能，比如，扫电影海报
的二维码直接订票，扫二维码不用取
票直接看电影。

由于使用方便，符合当地人习
惯，2017年4月，Paytm用户数从不到
3000 万升至 2.2 亿，跃升为全球第三
大电子钱包，仅次于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超过了Paypal。通过业务拓展，
Paytm积累起了海量的客户信息，并
由此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大数据
库，开始进军银行、保险等金融全线
业务。

如今在蚂蚁金服的技术赋能方
式下，在印度街头，随处可见一幕幕
熟悉的场景：当地人用手机打 tuk-
tuk、在餐馆买单、在加油站加油、街
头随便一个飞饼摊都挂着一个二维
码……

目标：
下一步在东南亚
开辟新战场

除了印度，在蚂蚁金服的海外版
图上，还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尼等遍
布“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去年 11
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 As-
cend Money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

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今
年2月，蚂蚁金服注资菲律宾最大的
数字金融公司 Mynt。Mynt 旗下拥有
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用户可
以通过它为手机充值、转账、线上购
物、缴费等，目前的用户已超过 300
万，赴菲律宾的技术团队近期已经筹
备完毕。

今年4月12日，蚂蚁和印尼Em-
tek 集团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开
发移动支付产品。蚂蚁赴印尼的技术
团队也已开始和印尼合作伙伴接触。
蚂蚁希望，能为印尼用户带来更便捷
的移动支付方式和其他创新数字金
融服务。

观点：
技术出口
将调到“中国时间”

除了蚂蚁金服，阿里云也是技术
出口的典型企业。过去一年，中国规
模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商阿里云在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为核心的
海外市场，带动超过10万家中国企业
规模化出海，未来三年内生态规模有
望达上万亿元。

在此之前，阿里云开始在“一带
一路”沿线设立站点。经过两年多的
努力，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已经覆盖
新加坡、迪拜、欧洲、澳洲、美国西
部、美国东部、澳洲等地，在全球设
立了14个地域节点数十个飞天数据
中心，基本实现了全球主要互联网
市场的覆盖。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
说，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比较普遍的
有两种：到欧洲或美国去设立分公
司，以此获得税务和贸易上的优惠；
去非洲或者更为落后的地区投资，利
用当地更廉价的劳动力获得利润。

“以蚂蚁金服和阿里云为代表的企业
则创造了技术出口这种新模式。”在
他看来，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
金融公司，出口的不仅是技术，还有
服务和人力团队。

近日，北外丝路研究
院发起一项调查，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
选出“你最想把中国的什
么带回国”，得票最多的是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
网购，又被称为中国的“新
四大发明”。5月14日，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
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
间，在回应支付宝被评为
“新四大发明”时表示，中
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确实遥
遥领先，为世界所关注。而
中国已开始对外输出、分
享这一技术能力。互联网
并不是虚拟经济，互联网
能帮助商品销售，也是实
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支付宝的母体公司
——蚂蚁金服出海输出技
术的国家遍布“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印度、泰国、菲
律宾、印尼等都能见到这
家“中国方案”的身影，蚂
蚁金服选择这样的出海方
式，最直接的好处，是能节
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
发展时间。中国互联网发
展初期，无不是在做C2C
（copy to China）。随着
中国整体实力的崛起和移
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与
弯道超车，“世界时间”已
然慢慢调整为“中国时
间”，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
成 为 KFC （kaobei
from China）。

从C2C
到KFC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落实提速降费惠及企业民生
四川联通力推六模全网通手机

如今，手机已经成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必不可
少的重要工具，手机的性能好坏也将直接影响我
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而六模全网通作为工
信部力推的国家标准，对我国整个通讯行业的发
展而言意义重大。

一是落实提速降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举措。 六模全网通手机标准的实施推广，既
是落实国家提速降费要求、惠及消费者、构建良
好终端产业生态的重大措施，也是推动我国信息
产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全球产业链中低
端向高端跃升、向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中国智造”
的重大举措。

二是消费者拥有选择运营商的自主权。六模
全网通手机可实现一部手机、两个卡槽、三网通
用、4G随意切换， 用户可以不再受手机制式的束
缚而自主选择运营商。 全网通终端发展迅猛，市
场销售份额由2015年底不到20%快速增长至目前
的75%，六模全网通已成为市场主流。同时，用户
手机消费支出也随之降低，2016年消费者购买4G
手机支出减少约180亿元，真正得到了实惠。

三是降低手机厂商经营风险，提升终端产业
综合实力。 六模全网通终端实现了产业上游资
源、开放渠道资源和用户资源的共享，厂商得以
将精力聚焦高水平、深层次融合创新，有效降低
了手机制式繁杂带来的经营风险。目前，包括华
为、OPPO、VIVO、小米在内的全部国内手机厂商
以及苹果、三星为代表的国外手机厂商已推出近
700款六模全网通手机。

四是六模全网通已被国际标准组织GCF采
纳，GCF正在推动其成为全球标准。电信、联通此
举也吸引国际标准组织密切关注全网通标准动
向， 目前GCF已确定对全网通标准进行立项，
GSMA等立项则在准备中，2018年有望成为全网
通国际标准发布元年，届时国际知名终端认证实
验室也会启动全网通终端认证评估。

今年3月，中国联通携手中国电信在京推出“落实提速降费，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行动发布会”，联合
发布了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的五大行动举措。
在此次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对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继续深入推进提速降费、大力推广六模

全网通终端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表示，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实施通用手机国家标准，消除消费者使用门槛，让广大
消费者更方便地买到通用手机，更实惠地用好通用手机。 今年2月四川联通创新推出了无长

途、无漫游、无合约、国内流量和语音均
不限量的冰激凌套餐，是四川联通在提
速降费上又一惠民举措，该产品的面市
既是联通领先的通信产品研发能力的
集中体现，也是对中国联通强大网络能
力的完美诠释。

四川联通相关负责人透露，为推出
冰激凌系列套餐，联通方面进行了多方
论证， 不仅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
对用户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入分
析。 该套餐最吸引人之处就是语音、流
量不限量，无合约捆绑。

冰激凌套餐包含398元和198元两
档。 其中398元档套餐为国内无限语音
和全国无限流量套餐；198元档包含每
月1500分钟国内语音和15GB的4G全国
流量，超出后流量采取不限量和“放心
用”双模式。这两款冰激凌套餐，目前在
四川联通全省的实体门店、 网上营业
厅、手机营业厅均有销售。一经推出，就

受到了广大用户的追捧。后续将冰激凌
套餐与光宽带相结合，推出“无限融合”
套餐，398元冰激凌套餐用户赠送200兆
高速宽带和IPTV，198元用户赠送100
兆以上宽带，做到真正的手机和宽带全
无限。

2017年中国4G网络质量快速提
升，业务发展步入成熟期，迎来用户
的流量消费快速增长。 冰激凌套餐
作为以流量为核心的套餐产品，无
束缚、无捆绑、简单容易懂的特点 ，
解决了国内用户流量消费的核心痛
点， 是运营商流量经营的重要创新
和突破。

对此，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不
限量” 套餐不仅打破了以往套餐产
品的界限，成功抓住了用户痛点，更
重要是体现了运营商用户需求至上
的理念， 也是四川联通积极响应国
家提速降费要求、 提高用户获得感
的重要举措。

为了加速全网通手机的普及， 今年联通、
电信将在终端标准协同、终端产品上市、全渠
道合作推广、 产业共识宣传等方面共同行动。
主要包括：

一、落实全网通国标要求，推动企业标准
演进。在国家标准基础上，细化更新企业标准，
从全网通1.0演进到全网通2.0， 使得终端支持
的频段更加丰富， 能够支持全球410个运营商
网络，满足全球99%覆盖区域的漫游，具备成
为全球运营商共同遵循的标准基础。标准中还
将增加4G+、VoLTE、双卡盲插等新功能，为广
大用户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和更多实惠。

二、全产业共同努力，推动全网通成为国
际标准。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联合国内标
准组织、科研机构和主要的芯片、终端厂商、测
试仪表厂商，推动全网通成为全球通行的终端
认证标准。目前，国际知名终端认证实验室已

启动全网通认证评估。
三、提升用户体验，让消费者得实惠。双方

将统一手机连锁卖场、电器商城、互联网电商、
手机专卖店、 零售点等销售点的全网通标识，
为用户选择、体验、购买全网通终端提供便利。
同时，联通和电信还将一起呼吁产业链各方更
多地让利于用户，让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

四、方便用户购买，增加全网通终端销售
网点。 加大双方在渠道销售方面的合作力度，
联合渠道合作伙伴及终端厂商共同主推全网
通。双方将在供应保障、销售展陈、服务培训等
方面保持一致，提升用户购买体验。

五、产业联合，打造全系列全网通产品。终
端生产制造企业将全系列产品支持全网通。厂
商渠道、运营商渠道、连锁渠道等产业链各方
共同努力，为广大用户打造公平、自由、开放的
消费环境。

六模全网通终端的普及
意义重大

联通电信携手力推全网通手机

推出固移融合全无限产品
创新冰淇淋套餐备受用户追捧

早在2015年12月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首次联合发布了《六模全网通终端
白皮书》， 大力推广全网通终端普及。
2016年4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颁布六
模全网通手机国家标准， 该标准的实施也
是是落实提速降费工作的重要手段。

今年3月， 中国联通携手中国电信
在京推出“落实提速降费，推广六模全
网通终端行动发布会”， 联合发布了推
广六模全网通终端的五大行动举措。此
举，在业界掀起悍然大波，六模全网通
终端产业链也在两大运营商的全力推
动下，迅速发展壮大。

所谓六网六模通 ， 即支持TD-
LTE、FDD -LTE、TD -SCDMA、CDM
（EVDO、2000）、WCDMA、GSM六种不
同网络制式， 覆盖三大运营商所有的

2G/3G/4G网络。作为4G时代的主流终
端，六模全网通优势明显。

2017年是国家深入推进提速
降费的关键之年 ， 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联合发布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
行动计划 ， 真正将国家提速降费大
政落到了实处 。 对促进我国通讯产
业的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 以及助
力实体经济的振兴和产业链的发展
壮大而言 ，意义重大 。而联通电信此
举 ，真正将政府要求的 “为老百姓提
供用得上 、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
务 ”落到了实处 ，让提速降费政策给
消费者带来更多的 “获得感 ”。

让用户能切身感受到，不仅每月的
通讯开支真正减少了，还能获得更好的
通讯服务。 广告

让提速降费给消费者带来更多“获得感”

交通垂直市场是Paytm最早进入的领域

Paytm创始人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