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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开普

唯一

 行业内唯一一家实现空中

业务的移动、联通NFC手

机一卡通。

 唯一提供数字化校园和校

园一卡通解决方案厂家；

 唯一可提供校园、市民卡

、公交、企业、园区、

RFID等行业“一站式”整

体解决方案的企业；

 校园一卡通行业唯一一家

中国银联金融 IC卡联盟工

作成员，参与中国银联教

育卡标准参编；

首家

 国内首家校园一卡通上市

企业；

 国内首家提出“零距离”

的现场级专属服务的“一

卡通”企业；

 行业内首家通过CMM3级

认证、首家通过CMM4级

认证；

 国内首家一卡通产品通过

银行卡检测中心PBOC2.0

认证，目前唯一通过

PBOC3.0认证。

34个直属机构，1026名员工



移动支付行业动态
移动支付行业动态解析[1]



 移动支付发展趋势

阿里双十一移动端交易逐年大幅上升
移动战略已经成为阿里三大核心战略之一

Apple与三大卡组织合作，推出基于全终端NFC的
Apple Pay，同时支持线上支付。

• 业务大规模向移动端迁移，带动支付方式大规模向移动端迁移。
• 线上和线下应用场景相互渗透，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支付宝推出的未来
医院、未来公交，Apple Pay均是以线上、线下融合为主要特点。
• NFC是最好的线上、线下一体化体验方式



 三大运营商NFC发展

 2015年NFC用户600万。

 NFC终端：丰富NFC终端款型，加强公开市场终端适配

 NFC-USIM卡：落实NFC USIM卡与NFC终端1:1配比要求

 NFC应用：简化金融应用流程、免除面签门槛；各省拓展公交地铁、校企一卡通应用，重点实现空中发卡、空中充值等功能

 开放客户端和TSM平台：第三方客户端可通过和包API访问SIM卡，开放SP-TSM平台模式

 2015年NFC用户1000万

 集团市场部牵头统筹业务发展，在业务运营中心、支付公司、研究院设立专门团队支撑工作开展；

 所有卡片预置翼支付账户，大规模改造翼支付线下商圈，到14年底支持翼支付应用的POS已经达9.1万台，将翼支付账户支付

作为全网统一应用推广

 2015年用户目标500万户

 不断引入新的应用，丰富产品的使用范围及场景

 2015年引入主要城市的公交应用（不少于30个）、银行卡应用不少于40个、校园企业内部卡片100个、预付卡/会员卡/优惠券

应用不少于100种。



 移动支付各主要阵营的策略

银行业
发展基于SD、全终端NFC（Enbeded SE NFC）的支付方案，
与运营商合作成为主流。典型代表：招行钱包、平安壹钱包。

OTT企业
发展基于二维码、软件方式模拟卡片（HCE）等支付方案，不
依赖SIM卡，用户体验较好，技术标准暂尚不成熟。逐步增加对
NFC的支持。典型代表：支付宝钱包。

电信企业
发展基于SIM卡支付方案，技术标准成熟，对SIM掌控力度强，
对终端通过采购有一定影响力。

终端企业 发展基于全终端NFC的移动支付方案，典型代表：Apple Pay
。因其终端占有率高，机型单一，与POS的适配效果好。



行业解决方案
新开普基于行业资源，务实精
进，以移动支付应用创新带动
高校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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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移动支付五个必备要素

 怎样才能使用NFC移动支付呢？

NFC手机

手机钱包客户端

SWP-SIM卡

行业应用

受理环境



 新开普做了什么？

NFC全网平台

金融IC卡行业应用服务平台

城市通（公交）综合管理平台

一卡通集中平台

校园一卡通系统

公交App

校园App

企业APP

……

NFC-POS

公交车载机

小额支付/圈存机

门禁/考勤机

自助现金充值机

……

SP TSM

新开普“基于NFC的移动支付”整体解决方案



3月 5月 9月 10月1月

国内首个校园行业
NFC应用空中发卡

案例包钢上线商用

陕西汉中公交一卡通
系统升级，实现NFC

空中发卡

西安长安通

系统升级，实现NFC
空中发卡

随中国移动参加

巴塞罗那国际通信展

国内首个211高校

NFC项目上线

北京邮电大学

NFC集中平台、

和包NFC-POS研发

11月

 大事记-NFC移动支付

2014 4月11月 2015

联通首个211高校

NFC项目上线

南京师范大学

3+1整体解决方案（三大运营商+全终端手机）



南京师范大学NFC一卡通发布会北京邮电大学NFC一卡通发布会

2014.9.2 北京

2015.4.16  南京

 市场推广



公交终端 金融POS终端

自助圈存终端

自助现金充值终端

出租POS终端 手持POS终端 读写器

金融POS终端

 已支持的终端



无障碍通道机门禁读卡器 门禁读卡器 考勤机 指纹认证终端

台式消费机 挂式消费机 开水控制器 预付费水表 预付费电表

 已支持的终端



 智慧校园新应用-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PBOC 3.0）

价值高：兼具消

费、充值、考勤等

功能

功能全：实现校

园卡和银行卡功能

可运营：投放广

告，提升收入

全开放：

Android操作系

统，师生可开发

APP应用

成本低：比圈
存机成本降低3

倍以上



 行业解决方案-校园应用

NFC校园应用创造的新价值：

用户：不仅可以实现7＊24小时账户余额、账单等的即时查询，还可以实现多
卡合一，随时随地在手机上实现移动消费支付、身份识别、图书馆门禁识别、
校园巴士刷卡乘车，甚至可以查阅校园公告、课程安排、考试成绩和招聘公告
等信息。

运营商：借助校园应用的推广，快速拓展目标用户群，并提升用户粘性。

学校：提升校园信息化建设水平，空中业务节省人力支出。



 行业解决方案-公交应用

CASE

建设模式：运营商投资，新开普建设，公交方配合

NFC公交应用创造的新价值：

用户：多种卡片集成到一部手机中，可视化操作，并可通过“手机钱包”下载公交卡行业应用实现空
中充值、查余等功能，方便、快捷、时尚。

运营商：借助公交应用的推广，快速拓展目标客群（基数庞大的公交卡用户），并提升用户粘性

公交方：节省发卡成本，可以快速实现增值服务的落地（优惠券、景点门票、出租车）。



 CASE2-长安通

中国移动TSM
新开普

SP TSM

上海华腾城市通系统

POS终端

新开普NFC手机客户端

长安通：目前拥有600万线下持卡用户可转化为NFC用户

 空中发卡、空中充值

 余额查询、账单明细



移动互联网应用
新开普基于行业优势资源，为用
户提供基于手机端的服务，助力
高校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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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校：致力于做中国高校行业最实用的手机客户端应用

集一卡通、NFC、聊天、交友、校

园公共服务等为一体的整合型创新

应用。是将传统的一卡通应用与移

动支付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特征相融

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创新。

 玩校



人均在校使用1.46张校园卡，挂失和捡卡约有50%以上用户会遇到。

玩校 数据分析—卡片消耗【**大学】

0 0.5 1 1.5 2

男

女

平均

1.4

1.52

 男生在校人均使用1.52张卡

 女生在校人均使用1.40张卡

 男生比女生的补卡率高8.5%

 学生在校平均每两人会进行一

次补卡



月均28682人，刷卡43.2万次，交易额1553万元

最高32646人，刷卡518.8万次，交易额1.86亿元

玩校 数据分析—交易情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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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多样化、取餐便捷化、结算标准化



校园卡

可信

商圈

社交

学生

学

友

食

购

玩

 玩校围绕什么去发展？



基于移动支付的行业一卡通线上应用

 玩校的功能展示（一卡通）

一卡通
服务



 玩校的功能展示（聊天&交友）

基于移动支付的行业一卡通线上应用



 玩校的功能展示（同学圈）



 玩校的功能展示（应用商店）

众筹开发模式
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建新的
应用模式



 玩校的功能展示（入学指南）



 产品推广

玩校

激励用户成功上线



玩校专题活动 校园卡充值

现金充值

圈存机

第三方支付

有人值守
假钞

现金保管

领款机 CAN总线终端

圈存

无人值守
圈存机成
本高、点
位少

无人值守
线上充值
方便但线
下领款难

玩校充值功能送线下领款机！！！



玩校专题活动 2015掌上迎新 智慧校园



玩校专题活动 全民晒账单，余额去哪了？



更多精彩等你来发现······

 玩校接入用户

合作共建协议免费接入 免费升级合作推广



我们最终要做到什么？[4]



 智慧校园

以数据决策为宗旨、以
科学管理为手段、以服务师
生为目标、以绿色节约为原
则，依托高校现有信息化环
境，利用现阶段先进的感
知、控制、支付、协同、移
动互联、数据分析等信息化
技术，优化基础资源配置，
推进学校智慧校园的建设实
现
“科学决策型、平安和谐
型、
绿色生态型、创新服务

型”校园的建设目标。

基础
基于金融IC卡、NFC手机、CPU卡等多种支

付方式，以金融交易、身份识别、能源管控

、信息集成等多种应用为基础

应用
基于移动互联网让师生通过手机及APP实现

校内线上线下服务；基于物联网让学校管理

层通过智慧一卡通实现设备、资产、教室、

学生等“物”的管理。

服务
智慧一卡通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为学校管理

层提供决策分析依据，为学校信息化服务；

决策 便捷 目标

数据分
析

物联校
园

移动校
园

服务

支撑服
务平台 数据



创新校园

绿色校园 科学校园

平安校园

智慧校园

和谐校园

生态校园

 智慧校园应用建设

创新校园：建立校园O2O平台，鼓励学生创业。开展创意竞赛、

创建人才地图，建立公共开放平台，促进校内、校际资源共享。

科学校园：建立校园数据分析平台，挖掘校园内数据背后的关系

和价值，提供决策数据依据，能更早地发现或预测问题并及时应对。

平安校园：建立校园安全体系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保证人员

、车辆、物品安全出入，及早发现、及时通知、及刻处理。

生态校园：建立校园环境监控系统、电子健康档案等系统，为师

生提供全方面的生态、健康的服务。

和谐校园：建立校园全方位信息展示、服务、与交流平台，如校

园门户、校长信箱、自助服务系统、、手机APP移动服务等。

绿色校园：建立节能监管平台，对能源一体化管理，对能源数据

采集、监测、管理及分析，完成水、电、再生资源等节能监控。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