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移动支付合作伙伴白皮书-2021 年版     

 

   

 

 

 

华为移动支付合作伙伴白皮书 

2021 年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华为移动支付白皮书-2021 年版  

 

目  录  

目  录 ............................................................................................................................ 2 

1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介绍 ............................................................................................ 4 

1.1 愿景、使命、战略与核心价值 ........................................................................................... 4 

1.2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的业务组合 ........................................................................................... 5 

1.2.1 移动支付平台 ............................................................................................................. 5 

1.2.2 行业解决方案 ............................................................................................................. 5 

1.2.3 增值支付服务 ............................................................................................................. 5 

1.3 华为移动支付的独特优势 ................................................................................................... 6 

1.3.1 产品能力 ..................................................................................................................... 6 

1.3.2 市场积累 ..................................................................................................................... 6 

1.3.3 平台资源 ..................................................................................................................... 6 

1.4 华为移动支付全球荣誉 ....................................................................................................... 7 

1.5 华为移动支付合作案例 ....................................................................................................... 8 

1.5.1 助力肯尼亚 S*构筑全球最大数字金融 .................................................................... 8 

1.5.2 携手 K*成为缅甸第一大数字金融品牌 .................................................................... 8 

2 华为移动支付伙伴合作场景 .................................................................................... 9 

2.1 华为移动支付生态合作全景 ............................................................................................... 9 

2.2 服务商 .................................................................................................................................. 9 

2.3 产业联盟............................................................................................................................. 11 

2.4 商业联盟............................................................................................................................. 12 

3 华为移动支付伙伴合作模式与流程 ...................................................................... 13 



 
 

华为移动支付白皮书-2021 年版  

 

2021-12-20 让全世界从无现金社会中受益 第 3 页, 共 16 页 

3.1 华为 FinTech 商业联盟与产业联盟合作模式 .................................................................. 13 

3.2 服务商合作模式 ................................................................................................................. 13 

3.3 合作流程............................................................................................................................. 15 

3.3.1 华为 FinTech 合作流程概述 .................................................................................... 15 

3.3.2 合作伙伴能力评估 ................................................................................................... 15 

3.3.3 合作途径 ................................................................................................................... 16 

 



 
 

华为移动支付白皮书-2021 年版  

 

2021-12-20 让全世界从无现金社会中受益 第 4 页, 共 16 页 

 

1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介绍 

1.1 愿景、使命、战略与核心价值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是华为 FinTech 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华为 FinTech 产业的愿

景是“把数字金融带给每个人、每个组织，改善人们的生活”。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的愿景是“让全世界从无现金社会中获益”。以“打造世界级

产业，成为中国数字金融全球化的榜样”为使命，依靠“联接一切交易”的战

略，实现“让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成为人人享受金融便利的权利；所有的行

业和组织，因移动支付而享受到数字化的红利；移动支付使得金融服务不再是

大企业的专属特权，每一个个体都将获得平等的机会。”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创新、可靠和安全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创造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致力于通过移动支付生态使能行业和商户运营效率的

结构性提升，实现增收和降本的双轮效益飞跃；致力于通过良好体验的产品，

让用户享受无现金社会带来的便捷与实惠，激发用户对移动金融的强烈偏爱。

华为移动支付将助力我们的客户实现移动支付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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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的业务组合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围绕着“通过交易的在线化来提升商业效率，为商业的参与

方带来实惠”，与合作伙伴一起向客户提供丰富的移动支付产品。 

1.2.1 移动支付平台 

华为移动支付平台以支付简单、高效、可靠（稳定、高支付成功率）和安全（防

攻击）为核心，提供适配于不同场景的支付方式，包括小程序、H5、APP、静

态二维码、动态二维码和 USSD Push 等；提供丰富的 API，支持第三方应用的

支付接入，包括购物网站、消费 APP、店铺系统等，支持灵活的、个性化门户

开发能力，包括商户门户和服务商门户、公众号等；提供资金渠道的聚合功

能，可便捷的绑定第三方资金账户，包括银行、运营商计费系统等。 

1.2.2 行业解决方案 

这是华为为移动支付产业的合作伙伴提供的核心业务，华为依托于全球移动支

付公司客户及本身全球化的能力，以多种形式为移动支付公司或行业客户提供

专业、可靠、先进的行业解决方案。 

行业解决方案以商户的经营流程和数据为核心，通过灵活的 API 提供服务于经

营数字化的基础能力，含渠道变革、营销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再造和服务重

构等，以此为基础构建服务商生态，为商户提供数字化经营解决方案。 

1.2.3 增值支付服务 

这是华为移动支付产业自我运营的业务，依靠华为自身的全球化优势，实现全

球支付的一张网，提供互联互通的增值支付服务。 

支付服务包括两大部分： 

以资金周转效率和收益为核心，为用户和商户提供丰富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包括资金理财、企业对公账户管理、企业支出管理、大额结转等产品，实现资

金的一站式托管服务，最大化资金效益。 

以统一的支付体验为核心，为存在多移动支付业务方的市场提供支付聚合、跨

境结算、国际转账等服务，实现支付的跨国、跨厂商互联互通，给用户和商户

带来统一、便捷的支付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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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为移动支付的独特优势 

1.3.1 产品能力 

华为移动支付的团队具备丰富的移动支付领域和大规模软件开发经验，以精益

创业思想为原则，以产品经理、DevOps、运营端到端的全功能团队为核心，快

速“试对”，推出领先的产品。 

1.3.2 市场积累 

我们已经在全球市场覆盖 20+国家，累计用户 3.8 亿，覆盖 13 亿人口。 

 

 

1.3.3 平台资源 

作为华为公司的产业之一，我们自然的继承了华为平台的资源，我们认为对移

动支付至关重要的独特资源有三个： 

 全球通达的地面部队：我们可以复用遍布全球的代表处和办事处资源，触

达任何一个可以开展移动支付业务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全球化销售与运营； 

 宏观资源获取能力：华为长年的合规经验和市场成功，形成了可信的品牌

声誉，这将有助于移动支付业务的本地化，包括服务商本地化经营、业务

合规、政策引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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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栈技术积累：公司具备公有云、人工智能、大规模分布式软件等全栈的

技术优势，将有助于我们较快的打造有技术竞争力的高级阶段所需的移动

支付产品。 

1.4 华为移动支付全球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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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华为移动支付合作案例 

1.5.1 助力肯尼亚 S*构筑全球最大数字金融 

 

1.5.2 携手 K*成为缅甸第一大数字金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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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移动支付伙伴合作场景 

华为 Fintech 产业的合作伙伴类型分成技术合作伙伴（开发者和服务商）和商业

合作伙伴（产业联盟和商业联盟）两类。合作伙伴在申请时，可以自行选择合

适的类型。 

 

2.1 华为移动支付生态合作全景 

 

2.2 服务商 

移动支付的发展离不开覆盖各行业的足够规模和活跃度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

将提供移动支付周边技术方案、行业解决方案咨询与集成、商户拓展等服务，

形成围绕支付的端到端数字化经营解决方案，服务商包括软件厂商、行业 SaaS

厂商和代理机构等。以下为部分场景列表： 

场景大类 行业 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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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智慧电商 合作伙伴提供电商相关业务，与华为

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所在区

域开展业务。 

智慧娱乐 合作伙伴提供在线娱乐内容，如游戏、

视频、音乐等，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

预集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政务 合作伙伴提供各类政府服务系统，如

税务、公安、社保等，与华为移动支

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

业务。 

智慧教育 合作伙伴提供教育缴费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医疗 合作伙伴提供医疗数字化解决方案，

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

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生活缴费 合作伙伴提供各类生活缴费系统，如

水电气煤，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

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零售 O2O 合作伙伴提供票务等线下线上强结合

的 O2O 业务，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

集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商超 合作伙伴提供商超进销存解决方案，

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

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餐饮 合作伙伴提供餐饮数字化解决方案，

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

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百货 合作伙伴提供百货进销存及商户管理

解决方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

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药妆 合作伙伴提供药妆店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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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助 合作伙伴提供自助售卖解决方案，与

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所

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服装 合作伙伴提供服装行业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运营商 合作伙伴提供运营商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出行 智慧停车 合作伙伴提供停车场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加油 合作伙伴提供加油站数字化解决方

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

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交通 合作伙伴提供汽车、火车、航空等数

字化解决方案，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

预集成，在客户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酒店 合作伙伴提供酒店数字化解决方案，

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

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智慧景区 合作伙伴提供景区数字化解决方案，

与华为移动支付产品预集成，在客户

所在区域开展业务。 

 

2.3 产业联盟 

移动支付离不开整个产业的协同，华为移动支付明确与产业伙伴一起，帮助客

户一起构建更为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物流合作商、财务合作商、金融伙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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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商业联盟 

移动支付离不开各个行业的相互配合，比如互联网业务提供商，如 Facebook、

Instagram 等，提供社交推广合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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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为移动支付伙伴合作模式与流程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的合作伙伴旅程包含三部分：选择合作模式，注册、认证与

签约，对账与结算。 

3.1 华为 FinTech 商业联盟与产业联盟合作模式 

 

3.2 服务商合作模式 

华为向伙伴提供多种、灵活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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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 合作内容 华为责任 伙伴责任 合作要求 

行业直售 华为向移动支付

公司的商户推荐

伙伴的方案 

以应用市场、

公开课、地推

等方式帮助

合作伙伴转

介商户 

支持华为转介

所需的方案介

绍、交流等，

为商户提供对

应方案的全部

服务 

合作伙伴应

用需部署在

华为云的对

应节点上； 

特定情况下

需要独家 

合作直售 合作伙伴在华为

移动支付一站式

生态开放平台上

开发或托管相应

的方案，华为向

移动支付公司的

商户推荐伙伴的

方案 

提供一站式

生态开放平

台服务； 

以应用市场、

公开课、地推

等方式帮助

合作伙伴转

介商户 

开发相应的方

案； 

 

 

 

 

 

支持华为转介

所需的方案介

绍、交流等，

为商户提供对

应方案的全部

服务 

利益共享 

入驻华为云
Marketplace 

合作伙伴入驻华

为 云 海 外 的

Marketplace，华

为云销售给移动

支付公司或者商

户 

提供华为云
Marketplace

服务 

入 驻 华 为 云

Marketplace； 

支持华为转介

所需的方案介

绍、交流等，

为支付公司或

商户提供对应

华 为 云
Marketplace

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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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全部服

务 

推荐销售 华为向移动支付

公司推荐伙伴的

方案 

依托于华为

与支付公司

的关系帮助

合作伙伴转

介 

支持华为转介

所需的方案介

绍、交流等，

为支付公司提

供对应方案的

全部服务 

需要遵守华

为相关的行

为要求 

合作销售 华为向移动支付

公司直接销售合

作伙伴的方案 

提供一站式

生态开放平

台服务； 

依托于华为

与支付公司

的关系销售

合作伙伴的

方案 

支持华为转介

所需的方案介

绍、交流等，

为 支 付 公 司 

背靠背提供对

应方案的全部

服务 

必须基于华

为一站式生

态开放平台

进行二次开

发 

3.3 合作流程 

3.3.1 华为 FinTech 合作流程概述 

 

 

3.3.2 合作伙伴能力评估 

大类能力 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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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技术竞争力 

在 Fintech 领域有自己特有的产品，并具备一定的

核心技术和竞争力 

支持基于华为云提供服务 

系统支持英文（国际化） 

满足华为云的质量要求和安全要求 

商业模式和服务能力 

具备一定的售后服务能力或者委托相关服务机构 

支持固定收入分成模式 

 

3.3.3 合作途径 

华为移动支付产业基于华为云国际站（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intl/）

提供友好、高效的合作伙伴（服务商）管理机制，包括认证签约、服务上下架、

分层分级、对账结算（会签、申付，以收入分成为主）、风险管控（合规控制、

BCG 管理）、税务资金（税务成本、签约路径、外汇管理）等。 

具体请联系华为支付相关合作接口：秦小磊，qinxiaolei@huawei.com;华为云生

态接口人：王晨, mr.wangchen@huawe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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