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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可行的代理商网络是无网点银行服务的核心因素，本指南就如何创建这样

的网络为服务提供商提供切实的建议1。本指南是在对巴西、印度和肯尼亚超过

16000个代理商经过一年多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其间对466个代理商和20多	

个代理商网络管理商（ANMs）以及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进行了深入访	

谈2。本指南主要关注五家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的成功经验：巴西银行、巴

西储蓄银行、印度的EKO和FINO（普惠金融网络和运营有限公司）、肯尼亚

的M-PESA（各家公司简介请见专栏1），同时借鉴了一些其他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s）、银行、专业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其中包括CGAP技术项目的

一些合作伙伴）的案例3。本指南附有基于Excel的财务模型，用于协助服务提供

商分析总体业务模式并计算为代理商供应链创造了多少收入。

使用者

本指南主要是供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以及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规划、设计和

建立代理商网络过程中使用。本指南也可供无网点银行服务供应链中的科技公

司、监管者以及其他相关方使用。使用者应具备无网点银行服务的基本知识。

可以查阅Mas and Siedek（2008）以及Lyman，Pickens，and Porteous（2008） 

对无网点银行服务的介绍。

1 无网点银行服务是指在传统的银行网点之外，通过利用零售代理商和科技手段，如使用刷卡网

络或手机等，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模式。

2 现场调研工作主要在2009年1月份到2010年6月份期间进行。针对调研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详细	

的幻灯片材料，巴西情况详见 McKay（2010），印度情况详见Krishnaswami，McKay，Rotman，	

and Pickens（2010），肯尼亚情况详见Pickens，Rotman，Mas，and Morawczynski（2009）。

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Richard Amwayi、Karuna Krishnaswami和Sarah Rotman。在巴

西，CGAP与当地领先的商学院，FGV小额信贷中心密切合作。对肯尼亚情况进行分析的较早版

本，是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Ignacio Mas以及现在服务于格莱民基金会应用实验室的	

Olga Morawczynski共同完成的。
3 CGAP的技术项目旨在利用手机和其他科技手段拓展对贫穷人口的金融服务，该项目由英国国

际发展署、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CGAP共同资助。

如何使用本指南

http://www.cgap.org/gm/document-1.9.3922/FN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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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gap.org/gm/document-1.9.43424/CGAP_-_Building_viable_agent_networks_in_India.pdf
http://www.cgap.org/gm/document-1.9.43424/CGAP_-_Building_viable_agent_networks_in_India.pdf
http://technology.cgap.org/technologyblog/wp-content/uploads/2009/09/m-pesa-agent-economics-cgap-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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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简介

巴西银行/巴西电信。巴西银行是巴西最大的国有银行。该行拥有15300家

代理商。CGAP所获得的关于巴西银行代理商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巴西银

行的一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巴西电信。巴西电信成立于2004年，拥有一个

由1000多家代理商组成的网络，通常是家庭开办的小商店。代理商主要为

顾客提供账单支付服务，同时办理一些与银行账户相关的交易以及政府与个

人之间的支付业务，如代理支付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金、给政府退休人员支

付养老金等。

巴西布拉德斯科银行/巴西邮政银行。布拉德斯科银行是巴西第二大私人银

行，拥有24200家代理商。2001年，该行投标胜出，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通

过邮政局提供银行服务。现在，在邮政系统内有6038家邮局网点可以提供

银行服务。这些网点提供的服务范围远远超出了巴西大多数代理商的业务范

围，其中包括大量的开立账户、存款、取款以及贷款业务。在农村的邮局网

点中，银行业务占到了全部业务的90%以上。

印度EKO。EKO是一家初始创业公司，成立于2008年，作为一家第三方平

台提供商，负责将印度国家银行（提供小额储蓄账户）和Airtel（印度最大

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分销渠道/代理商）的服务连接起来。在其后的发展过

程中，EKO与Airtel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EKO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发展

战略。它现在涉足全部的业务，包括建立和管理代理商网络、提供技术、

以及进行市场营销。EKO给客户提供印度国家银行的生息账户、转帐等服

务，这些都可以通过客户的手机来实现。EKO在首都德里和比哈尔邦拥有

500个代理商（主要是小商店）。作为一个初始创业公司，EKO没有资金投

资于线上广告，因此非常依赖代理商销售其服务。

印度FINO。和EKO一样，FINO最开始也是技术平台提供商，但是现在

的业务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了，包括代理商管理。FINO在25个邦拥有超过

10000家的代理商，合作银行超过14家。CGAP的研究活动是在卡纳塔克邦

进行的。在该邦，FINO为客户（主要是农村客户）提供印度国家银行的简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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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本指南分为两个部分，附录中包括了一些工具。第一部分关注代理商供应链的

经济学，包括代理商及其管理商的业务模式，同时帮助服务提供商判断他们的

总体业务模式能否为自身和合作方带来足够的收入。第二部分关注在建立代理

商网络时需要解决的一些操作性问题。附录包括以M-PESA为例的财务模型，	

收集代理商数据的问卷，和一些无网点银行服务的文件样本。

使用本指南的时候最好按顺序阅读，因为有一些章节的内容前后相承；建立

一个可持续的代理商网络需要考虑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例如，决定代理商网

络使用哪一种架构（第4章）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和分配方式（第3章）。	

当然，也可分别阅读指南章节，来了解代理商管理的某方面特定内容。

便账户（一种基本的存款账户）。客户会收到一张卡，代理商的POS机具通

过生物识别技术（指纹）识别客户身份。代理商四处走动，为客户提供上门

银行服务，此类模式在我们考察中是独一无二的。FINO的人员负责运送现

金，节省了代理商管理流动性的时间和费用。

肯尼亚M-PESA。M-PESA是提供手机银行服务的标志性公司，在全球有众

多仿效者。M-PESA于2007年3月由Safaricom公司（移动网络运营商）发

起设立，为客户提供能进行转账和支付的手机钱包服务。客户还可以使用

M-PESA在14家银行转进/转出资金。M-PESA拥有21000多家代理商，由几

百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代为管理，注册客户超过1300万（超过肯尼亚成年

人口的一半）。

本指南中涉及的其他服务提供商包括：巴西的Caixa Economica、菲律宾的	

GCash和Smart Money、巴基斯坦的Tameer/Telenor及柬埔寨的WING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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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第1章：代理商业务模式。本章重点讲述了代理商业务模式的九个驱动因素。

这九大因素又进一步分成三类：（1）功能相关的驱动因素，如登录客户、	

现金的存入/取出业务、其他典型业务功能；（2）不在代理商控制范围内的

外生驱动因素；以及（3）在无网点银行服务的生命周期中不同时点上起作用

的特定时点驱动因素。

•	第2章：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建立和发展一个可行的代理商网络通常需要专门

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本章探讨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业务模式，以及他们

能够发挥的三大作用：协助代理商开业、管理代理商的运营以及协助制定无

网点银行的整体战略。

•	第3章：无网点银行服务的供应链经济学。本章解析了服务提供商对服务、	

收费和佣金费用结构的选择如何影响供应链收入的数量与分配。

第二部分

•	第4章：构建代理商网络。本章剖析了构建代理商网络的三种不同方式，	

以及不同的架构对于金融服务的准备充分性、覆盖范围和控制的影响。

•	 第5章：管理代理商。最后一章包括服务提供商用来解决六个关键问题时所使用

的工具和战略案例：（1）选择代理商，（2）代理商开业，（3）代理商佣金，

（4）管理流动性，（5）持续监控，（6）减少盗窃、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影响。

附录

•	附录1：M-PESA的财务模型。该附录讨论了以Excel表为基础的财务模型的

使用方法。该模型基于客户数量、交易金额、费用和佣金结构等条件来计算

无网点银行渠道的资金流，本文以肯尼亚的M-PESA作为案例演示了模型的

使用4。Excel文件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cgap.org/p/site/c/template.

rc/1.9.49775/。

http://www.cgap.org/p/site/c/template.rc/1.9.49775/
http://www.cgap.org/p/site/c/template.rc/1.9.4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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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对代理商的实地分析。附录2包括一些样本调查问卷，用于对尚未开

展业务的代理商进行访谈，以及开始提供代理服务后对业务模式进行评估。

•	附录3：一些有用的文件。附录3是一些文件，包括代理合同样本、无网点银

行服务提供商的佣金表以及工作职责描述。

4 对M-PESA的分析基于Safaricom出版物以及大量第三方出版物中的财务数据。除非另有说明，

业绩指标皆基于2010年6月的年化数据。有些数据不全，只能用外推法进行估算。因此，任何关

于M-PESA的财务业绩都应视为CGAP进行的三角估计，主要用于演示如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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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无网点银行业务目前还处于创造期的混沌状态。一些先驱创新项目，如肯尼亚

的Safaricom公司提供的M-PESA服务，证明了无网点银行服务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5。但是，全世界大多数的无网点银行必须进行调整，或者需要找到一种可

持续的业务模式，能够支撑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

本指南聚焦于成功的无网点银行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代理商网络。代理

商在发展新客户、支持客户进行交易、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	代理商在客户注册或随后的交易活动中验证客户的身份。这不仅使服务能够

符合监管者要求的“了解你的客户（KYC）”标准，还有助于整个系统防止

欺诈行为，从而让客户感觉服务安全可信。

•	无网点银行服务的核心就是在客户需要现金的时点为他们提供现金。代理	

商必须储备足够的现金和电子货币储值（e-float）以满足客户的交易需求，

否则，客户就会认为这种服务不可靠，服务提供商的声誉会迅速受到损害。

•	代理商实际上也是这项服务的门脸——客户需要代理商演示如何使用该服

务、告诉他们这种服务是否值得一试、解决处理出现的问题。代理商可以作

为高科技服务和低文化程度客户之间的一座桥梁。

各种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代理商来推销金融服务。全世界有90多家手机

银行，几乎全部都主要依赖代理商来发展客户、服务客户6。巴西的布莱德斯科

银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代理商网络，在巴西全国共有24500多个网点。印度的

一些科技公司走向多元化发展，它们管理销售渠道，在银行和手机运营商之间

充当中介，设计产品，然后通过代理商把产品提供给客户。表1列出了代理商过

万的七家大规模无网点银行服务项目。

5 根据Safaricom的财务报表，M-PESA在2010财年的收入为9400万美元。M-PESA是公司新营利

的唯一最大来源。参见Pickens（2010b）。
6 根据截至2010年11月份的GSMA Mobile Money Tracker（GSMA手机银行记录）。

http://technology.cgap.org/2010/06/07/proof-mobile-money-can-make-money-m-pesa-earns-serious-shillings-for-safaricom/
http://www.wirelessintelligence.com/mobile-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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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采用代理商模式是增加服务广度、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一个重要

手段，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目前仍在为代理商寻找一种

可行的业务模式。从全球来看，代理商并没有挣什么钱。巴西、印度和肯尼亚

的代理商每天的利润都少于5美元。然而挣这么一点钱，他们却需要大量的投

资。M-PESA要求代理商持有至少相当于1250美元的现金或电子货币（是肯尼

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之多）。

在某些国家，代理商面临被抢劫的风险。CGAP的调研表明，在过去的三年

中，巴西有25%以上的代理商曾被抢劫，平均损失超过500美元。

然而，最普遍的问题是在他们的预期和实际业务之间存在着错配。由于顾

客群是慢慢建立的，这一问题可能会在业务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但是，这种错

配也可能会在后期出现。M-PESA的小代理商就曾经历了平均达25%的利润下

降，主要是由于代理商数量增长超过了该系统内交易总笔数的增长。

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无网点银行服务代理商体系没有一个单一模式可循。	

表2列举了在巴西、印度和肯尼亚等国家的五个无网点银行服务代理商体系中

的交易笔数、收入、成本和利润，他们之间可谓差别巨大。首先看一看每笔

交易的平均佣金数额。最低的是印度的卡纳塔卡邦，只有0.06美元，在该邦，	

FINO挑选的代理商几乎都是在社区中值得信赖的、具有社会服务意识的个人。	

表1：七家大规模无网点银行服务项目

国家 服务提供商 代理商数量

巴西 巴西银行

布莱德斯科银行（包括邮政银行）	

Caixa Economica

15,300
24,200
15,200

印度 FINO 10,000

肯尼亚 M-PESA 20,500

巴基斯坦 easypaisa 10,500

菲律宾 GCash 18,000

资料来源：CGAP与高管人员的访谈，巴西银行情况请见巴西中央银行网址http://www.bcb.

gov.br/?CORPAIS；印度FINO的情况，请见网址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india/

articlepdf/4545.pdf?CFID=26732942&CFTOKEN=65143148&jsessionid=a830921139325c725

284642b1c2d7d721b2e；M-PESA的情况，请见	2010年11月15日的Daily Nation；easypaisa 

的情况，请见http://www.easypaisa.com.pk/agent.php；菲律宾GCash的情况，请见网址	

http://technology.cgap.org/2010/10/13/mobile-banking-20-or-05-%E2%80%93-mobile-banking-

for-those-with-no-mobile/.

http://www.bcb.gov.br/?CORPAIS
http://www.bcb.gov.br/?CORPAIS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india/articlepdf/4545.pdf?CFID=26732942&CFTOKEN=65143148&jsessionid=a830921139325c725284642b1c2d7d721b2e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india/articlepdf/4545.pdf?CFID=26732942&CFTOKEN=65143148&jsessionid=a830921139325c725284642b1c2d7d721b2e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india/articlepdf/4545.pdf?CFID=26732942&CFTOKEN=65143148&jsessionid=a830921139325c725284642b1c2d7d721b2e
http://www.easypaisa.com.pk/agent.php
http://technology.cgap.org/2010/10/13/mobile-banking-20-or-05-�-mobile-banking-for-those-with-no-mobile/
http://technology.cgap.org/2010/10/13/mobile-banking-20-or-05-�-mobile-banking-for-those-with-no-mobile/


xiv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FINO还推销简易银行账户，历史上政府对这种账户的收费标准有严格的限制，

从而限制了FINO给付代理商的费用金额。相较而言，巴西的邮政储蓄银行所获

得的佣金收入（0.97美元）是印度FINO代理商的16倍。作为一个巨大的网络，

邮局可以要求比较高的费用，而银行业愿意付给邮局，因为邮政系统具有广阔

的覆盖面。代理商的成本也差异巨大。在调研的时候，大多数EKO的代理商

都说自己是零成本，因为他们现有的职员、商店设施以及手头的现金足以应付

每天平均19笔的业务。相较而言，巴西邮政储蓄银行的网点都需要专柜、专门

的服务人员以及专门的设备（个人电脑、读码器、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因而

成本相对很高（每天72.4美元），但是给人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EKO代

理商。其实，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业务模式也不一样，每天的利润从几个美分	

（受访的巴西银行代理商只有0.39美元）到几百美元（同样在巴西，邮政储蓄

银行有121.6美元）。服务提供商不能认为无网点银行服务代理商网络的建立、

管理以及费用标准只有一种模式。

本指南围绕建立可行的代理商网络所面临的五个主要挑战来展开。读者将阅

读到以下几个步骤：（1）理解代理商的利润驱动因素，（2）定义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的职责，（3）判断所选择的业务模式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收入，使得价

值链中所涉及的各方都能获得适当报酬，（4）为代理商网络设计架构，（5）

解决代理商甄选、培训和管理所面临的操作性问题。

确定代理商战略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一个方面的决策无疑会受到其

他方面决策的影响。代理商管理的战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肯尼亚的

表2：五个无网点银行服务体系的代理商基准指标

提供商

代理商每天

交易笔数

代理商从每

笔交易中获

得的收入 

（美元）

代理商每天

的成本 

（美元）

代理商每天

的利润 

（美元）

巴西银行-巴西电信 63 0.09 5.28 0.39

巴西邮政银行 200 0.97 72.40 121.60

印度的EKO 19 0.21 0.00 3.99

印度卡纳塔卡邦的

FINO
28 0.06 0.99 0.69

肯尼亚的M-PESA 61 0.12 3.46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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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SA在发展过程中历经了至少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他的服务提供商在他们的

无网点银行服务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类似的发展轨道。

本指南把无网点银行服务视为一个供应链。无网点银行服务的核心功能可以

划分成一系列独立的公司，每个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几种核心功能。尽管本指南

主要关注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但是也有必要对供应链中的其他相关主

体进行介绍，相关术语定义如下。

1.	账户提供商是指负责管理客户账户的公司。在银行服务中，每个客户都在

金融机构中开有账户。在非银行服务中，如肯尼亚的M-PESA或者菲律宾的

G-Cash，客户的账户是由非银行机构在其所拥有和运营的技术平台上管理

的。资金通常是在某家或几家银行的账户中集中统一管理。

2.	交易提供商拥有和运营为客户完成交易的技术渠道。为客户管理账户的人通

常就是交易提供商（不总是这样）。印度的FINO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它拥有

和运营的技术平台使得客户可以使用其智能卡来使用他们开立在印度国家银

行中的账户。

3.	大多数的无网点银行体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移动通讯技术，移动网络运

营商（MNO）拥有和运营移动电话系统，交易技术基于该系统运行，数据

凭借此系统从POS终端传输到交易和/或账户提供商的系统中。

4. 该服务还包括数量不等的第三方运营商，负责为整个供应链中的公司或客

户提供额外的服务。例如，按照要求，象M-PESA这样的手机银行服务商需

要将所有的账户余额存入一家提供全球账户管理服务的商业银行。另外，	

M-PESA还与Equity银行以及PesaPoint签约，这样M-PESA的客户就可以从这

两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网络中提取现金。

5.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ANM）指主要负责管理零售代理商的一家或几家公司。

在本指南中，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既包括全职的管理者（负责管理部分代理商

网络），也包括服务提供商雇佣的大公司，在整个网络管理中担负培训等特

定职能。

6.	代理商负责经营现金服务点，客户在代理商这里进行日常的现金存、取交

易。零售代理商通常负责注册新客户。

7. 客户是服务的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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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案例说明了以上各方是如何在整个供应链中分工合作的。

M-PESA

M-PESA提供手机银行服务，它本身是移动网络运营商Safaricom的一个部门。	

Safaricom移动电话用户可以在M-PESA注册一个账户，用来进行各种支付交

易。客户的账户管理是在M-PESA的技术平台上进行的，客户可以在手机上进行

交易，交易信息通过Safaricom移动电话网络传输。这样，M-PESA7 就是账户提

供商和交易提供商，而Safaricom是移动网络运营商。在M-PESA的供应链中，

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公司发挥一系列的作用。M-PESA与独立的代理商签约为客户

提供现金存取服务。M-PESA还与其他的服务公司签约，由后者作为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负责招募、管理、培训和监控代理商网络。

FINO

印度的FINO是一家私人公司，它通过代理商网络给银行客户提供交易服务。

印度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负责提供普通账户；这些机构就是账户提供商。	

FINO本身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负责招募当地的个人作为代理商来吸收新客

表3：M-PESA的供应链

功能 公司

账户提供商 Safaricom/M-PESA

交易提供商 Safaricom/M-PESA

移动网络运营商 Safaricom

第三方运营商 银行

自动提款机网络

公用设施公司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汇总网点、超级代理和Top Image都承
担管理代理商的职责

代理商 独立的现金业务商户

7 尽管M-PESA是Safaricom所有的，但是在本指南中M-PESA和Safaricom有所区别，前者是指手

机银行，后者是指移动电话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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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客户提供上门现金服务。FINO也是交易提供商，因为它拥有和负责管理

信息科技平台，该平台运营着电子资金支付的POS终端，代理商用这些终端进

行现场交易。在一些邦，印度政府把该渠道作为第三方运营商，办理政府与个

人间（G2P）的支付交易，将资金支付到个人账户中。FINO也代表第三方保险

公司销售保险产品。

表4：FINO的供应链

功能 公司

账户提供商 印度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

交易提供商 FINO

移动网络运营商 任何公司

第三方运营商 政府、保险公司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FINO

代理商 可信赖的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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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需要理解代理商所承担的成本与风险，并相应地调整支付给代理商

的报酬。服务提供商需要参照代理商以其时间和资本从事其他代理业务，来评

估无网点银行服务代理商的作用。我们通过比较代理手机银行服务与销售电话

储值卡业务来进行阐释。

代理商的成本和风险主要由九个要素驱动，具体可分成三组：

1. 与功能相关的因素——初始资本、流动性管理、以及员工和店面

2. 外生因素——安全风险、系统的可靠性、对其他业务的影响

3. 与时间相关的因素——起步阶段有足够的收入、伴随增长而来的主要成本、

以及由于代理商太多而造成的需求分割。

服务提供商应当非常明确要代理商做些什么（成本和风险），在此基础之上，

为潜在的代理商提供有吸引力的业务模式。代理商会对代理机会进行评估，服

务提供商也应进行评估。以一家出售预付费电话卡的小商店为例，销售电话卡

的要求肯定要远远小于做一个M-PESA代理商的要求。

•	CGAP的调研表明，对于M-PESA的代理商来说，最少需要1250美元的电子

货币和现金，相当于销售刮刮电话卡所需金额129美元的十倍。

•	商户发现无网点银行业务利润要等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对于电话卡生意来说，	

只要把卡卖给客户，即刻就能收回投资。作为M-PESA代理商，Safaricom到

月底才支付手机银行的佣金。

•	销售预存话费的电话卡相对来说比较快也没有很多麻烦；卖一张电话卡可能

只需要几秒钟，客户也很少提问。而无网点银行的客户可能对于该服务有很

多的疑问，或者他们可能会要求代理商协助完成交易。

•	相较而言，预付费电话卡的销售网络发展比较成熟。预付费电话卡批发商很

多，代理商可以从他们那里购入电话卡。但是，即使是在最高级的无网点银

行服务体系中，代理商可能也要投入时间和金钱到某个地点将现金兑换成电

子货币。

1.	 代理商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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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com设法说服大量的代理商（最新数字是21000家）加入其业务网络。

客户参与度高、交易量大是该业务模式成功的关键，而这也成为了商户不愿意

参与该业务的一个重要原因8。2009年，CGAP对125个作为代理商的小商店进

行了分析，M-PESA每天所产生的利润是销售电话卡利润的3.2倍，而电话卡通

常是这些小商家最赚钱的生意之一。由于销售同类商品如可口可乐、玉米和其

他消费品的商家很多，大多数商家的销售额

已经达到了上限，因此从事M-PESA的业务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业务。

各国的代理商业务模式差异很大，即使

是同一家无网点银行，其不同的代理商之间

的业务模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代理商可能

是那种小规模的自有自营商店、大规模的连

锁店，或者是邮政局网络，亦或是其他类型

的潜在代理商。服务提供商应当理解每种类

型的代理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业务模式。

CGAP在巴西、印度、肯尼亚进行的研

究表明，有九大要素决定了代理商的业务

模式（见专栏2）。本章对每一个要素都逐

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每一个要素都	

用CGAP在巴西、印度、肯尼亚的研究案例

进行详细的说明（没有使用代理商的真实	

名字）。

与功能相关的驱动因素

本节主要分析了代理商从事无网点银行主要业务（如现金存取业务）的相关固

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成本是按照代理商经营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表述的。

专栏2：代理商业务模式的九

个驱动因素

与功能相关的因素

1. 初始资本

2. 流动性管理

3. 刚性的员工和店面成本

外生因素

4. 安全风险

5. 系统中断

6. 对代理商其他业务的影响

与时间相关的因素

7. 起步阶段有足够的收入

8. 与增长相关的主要成本

9. 由于代理商太多而导致的

需求分割

8 如果一笔现金存款平均是13美元的话，M-PESA代理商获得的平均交易佣金是0.12美元（扣除

应缴税款），相当于代理商投入资本的收益为1%，而代理商销售电话卡的利润是5%，许多快速

消费品的利润是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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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初始资本

作为无网点银行的代理商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业务。CGAP的研究发现，M-PESA 

的代理商平均需要1600美元的资本才能作为代理商开业。1600美元是肯尼亚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783美元9）的两倍，是内罗毕一个体力劳动者年收入的3.2倍

（内罗毕最大的棚户区kibera的日均工资是2.5美元）。而1600美元也是同样一

个商户投资于电话刮刮卡（129美元）的12倍。现在M-PESA有大量的客户需求

（超过一半的全国成年人口），肯尼亚的商户可能可以接受这么大金额的开办

资本。但是，在M-PESA刚刚成立时情况并非如此。

代理商之所以需要大量的资本是因为他们需要足够的现金和电子货币以供客

户随时存取。其他的成本尽管数额相对较小也需要初始投资。代理商可能需要

获得业务许可证10，对其商铺进行装修以满足一定的外观和感觉标准（如进行粉

刷、安装柜台等），或者改进安全装备。M-PESA代理商表示需要安装门锁和

栅栏。在巴西，安全支出可能会非常高。对于巴西的代理商来说，安装防弹玻

璃、钢门以及保险柜是很常见的。

服务提供商需要决定是否要求代理商提供部分或全部的初始投资。Safaricom 

要求代理商自己负责全部的初始投资。由于M-PESA的成功运营，许多商户都愿

意这样做。其他服务提供商则不然，他们会降低或免除代理商的初始投资。哥

伦比亚的AV Villas给代理商提供一个循环信贷额度，以保证代理商具有充足的

初始现金和电子货币余额。它还给代理商提供一部免费电话。在印度的卡纳塔

卡邦，FINO更进一步，允许代理商在其账户中进行交易，用从其他客户收取的

款项支付客户的提款。将客户的资金存到供应链中的银行环节是FINO的法定义

务，因此代理商使用的是FINO资金。FINO还给代理商和客户提供POS终端和

智能卡。

让代理商筹集初始资本给进入市场制造了障碍，因为筹集一大笔资金就可

能是个难题。正在经商的商户可能会发现金额太大，无法从他们的收益或存货

中抽取；如果是借这么一大笔钱的话，不管是从正规渠道还是从非正规渠道，	

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10 一些案例证据表明，肯尼亚某些市政当局要求M-PESA的代理商购买比一般商户更贵的业务执

照。有些商户说，他们要支付125美元（折合10000肯尼亚先令），即使商户已经领取了普通商业

执照，他们还得支付这笔额外的初始成本。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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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具挑战性的任务。在肯尼亚，大型银行不给那些想加入M-PESA的业主

提供小额贷款。而小商户也无法通过削减存货以积累足够的自有资本。金额越

大，越难以从家庭成员中借到资金。

即使代理商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本，资本的成本可能也会很高。对于在营利边

缘的代理商来说，利息费用可能会使得该业务亏损。例如，Hasita住在印度的

卡纳塔卡邦（如图1），她是FINO的代理商。一般来说，她每天要处理28笔交

易，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从FINO获得工资、账户开户以及现金存取佣金。平均每

天最大金额的交易是107美元（折合5000印度卢比），这实际上决定了她日常

手头上需要多少现金来处理最大金额的交易。FINO用自己的营运资金为代理商

提供流动性，而不是让代理商自行解决。另外，Hasita把她自己的工作地点—

学校图书馆，作为营业场所。在卡纳塔卡邦还实行“上门服务”模式，Hasita

需要到周围的六个村子里去提供服务，因此还要产生交通费用。她每天的平均

营利仅仅有0.91美元。

如果FINO要代理商自己解决营运资金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Hasita可

能就得要从当地的小额金融机构去贷款107美元，其实际年化利率可能要达

到75%。折合每天的利息费用相当于她每天营利的28%。每年的利息支出	

图1：FINO代理商Hasita的损益表

Hasita: FINO卡纳塔卡邦

美元

收入

交易佣金 0.29
交易笔数/每天 28
佣金额/每笔交易 0.01
新登客户佣金 0.58
每天新登客户数 6
佣金额/每个新登客户 0.10
工资 0.99
全部收入 1.86

费用

0.94
店铺（租金、水电等）

交通

0
工资 0
资本成本 0
保险 0
费用总额 0.94

利润总额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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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8美元，相当于其88天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对Hasita来说还是

很高的。

对营运资金的要求还会影响客户服务的质量和代理商的持续运营成本。	

服务提供商希望代理商手头持有的营运资金能够有效应对每天出现的大额存取

业务，而代理商的想法则不同，他们倾向于手头持有少量现金，拒绝那些不经

常的大额交易，或者要求客户将大额交易变成小额交易分几天处理。在新推出

服务阶段，即使是暗示一下“我拿不到钱”就可能会损害服务信用。另外，由

于流动性有限，代理商需要频繁地补充手头的现金或电子货币，从而推高流动

性管理的成本（见1.2节）。

服务提供商必须要确定代理商需要多少的初始资本才能有效运营（见5.4节

的专栏8）。附录1中的财务模式为您提供了产品发布前如何计算有关数字的方

法。根据初始投资金额的大小，服务提供商可考虑是否会给其希望招募的代理

商造成准入方面的障碍，以及对客户的潜在影响。服务提供商应当和潜在的代

理商逐一地进行面谈，以便了解初始资本的要求与商户其他业务的资本要求相

比到底有多大差别：例如，他们通常需要保持多少库存？他们是否可以用减少

库存的办法筹集初始营业资金？附录2中的调查问卷，曾在菲律宾就无网点银行

服务潜在的代理商使用过。

1.2. 流动性管理

无网点银行业务依赖于流动性管理—在客户需要的时间和地点给客户提供现

金。流动性管理有两个要素：（1）累积足够的电子货币和现金，并且（2）补

充现金或电子货币，这通常需要代理商或其指定人运送现金。代理商手头用来

交易结算的货币越少，他们就需要越频繁地去补充现金或电子货币，从而产生

更多的交通费用。代理商如果要减少补充现金或电子货币的交通费用，就要增

加手头持有的现金或电子货币数量，从而产生更高的资本成本。

流动性的数额、补充现金和电子货币的频率是非常重要的。图2是2009年	

10月份M-PESA的代理商（马丁）的所有现金交易。蓝线标出来的是马丁的	

现金余额，橙色的柱状图则代表了其充值的交易（补充现金或将现金兑换成

电子货币）。在一个月之内，马丁处理了2466笔存款和取款交易，金额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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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美元。这相当于每天95笔交易，每笔交易金额达到2115美元，比M-PESA

代理商的平均水平要稍高一些，但仍然是比较典型的。马丁手头电子货币余额

是378美元，现金是383美元，远远低于M-PESA要求的金额11。结果，马丁一个

月之内进行了28次充值。

马丁的经历是比较普遍的。CGAP的调查报告指出，大多数的M-PESA代理

商每天都要去充值。这也被另外一个研究资料所证实，该报告对20名M-PESA

的代理商进行了调研，其中70%的代理商要每天充值（Eijkmann, Kendall, and 

Mas 2010）。每天充值在其他无网点银行中也是很常见的。例如，为了支持

Hasita---在1.1节中我们介绍的那位FINO的代理商，FINO的员工在10月份去了

她的商铺23次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运送的现金额为1219美元（比印度的人均

GDP1017美元还多12）。

决定流动性管理成本的另外一个关键变量是每次充值的成本（见图3）。

图2：M-PESA代理商马丁的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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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GAP的调研报告表明，许多M-PESA的代理商出于筹集资金的困难和持有成本的考虑，都尽可

能地减少他们手头持有的现金和电子货币余额。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无法掌控所有的或者是大多数

的这些情况。
1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按照现价计算的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gm/document-1.9.43620/Bridging_%20the_Cash.pdf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gm/document-1.9.43620/Bridging_%20the_Cash.pdf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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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P的调查表明，充值的频率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1）营运资金

的数量，（2）现金存取交易的差额；（3）代理商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限额。

因为公共交通的成本与距离直接相关，我们可以说每次充值的成本也是到现

金或电子货币充值点（如商店总部、银行分行或者是网络管理者）的距离的函

数。服务提供商和他们的代理商管理者可以根据代理商所在市场的主要交通方

式成本，计算典型的“每公里成本”，可能要区分城乡费用差别。

交通成本可以用M-PESA的代理商Josiah的例子来说明。Josiah经营着一家小

商店，主要销售食品、饮料、香烟和学生用品。他的商店在乡下的一所寄宿学

校附近。学生们要靠家里寄来的钱生活，因此，Josiah认为做M-PESA的代理商

可能会很赚钱。实际上他赔了不少钱后，退出了做代理商的生意。做代理商之

所以对Josiah不合适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见图4）。第一，几乎所有的客户都

想提款。在农村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人们主要是靠汇入的汇款生活。第二，

由于主要的业务都是取款，因而Josiah所能进行的M-PESA交易的数量受到了其

手头持有现金数量的限制。对于Josiah来说，25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其

商店库存金额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M-PESA客户的平均每笔取款的金额是

26美元，他只做10笔交易就用完了手头的现金。因此这就把他的每天的收入限

制在了1.18美元，再加上一些偶尔的新客户登记佣金。第三个因素是Josiah离

最近的一家银行的距离。这家银行是具备充值功能的超级代理商；交通费用要	

1.5美元，超过了其收入金额。

图3：计算代理商的流动性管理成本

流动性管

理成本
=

充值频率

x
每次充值的成本

（是营运资金、现金存取余额、

资本金限制的函数）

（路程远近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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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代理商来说，流动性管理的费用是最大的成本，对于农村地区的小商

店尤其如此。这些代理商大多办理现金提取业务，资本受限，并且远离充值地点。

流动性管理的成本有可能使得代理业务缺乏吸引力甚至无利可图。理想状态

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收入支出平衡的基础上选择和管理代理商。如果当初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向Josiah问几个问题，如他能投入多少资金、是否所有的交易

都会是取钱业务、到充值点去补充现金或充值需要多少成本等，也许Josiah就	

不会有失败的经历了。事实上，Josiah对能否盈利基本没做分析就开始了代理

商业务。Josiah的故事也说明，不能随便让一个人去做代理商，否则有很大的	

风险。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服务提供商有很多像Josiah那样的代理商，经常出

现流动性问题并且拒绝客户的服务要求，那么服务提供商的品牌会受到损害。

有些无网点银行有办法管理代理商的低流动性，并且减少代理商到充值点充

值或补充现金的次数。柬埔寨的WING就面临着与Josiah类似的代理商问题，

他们找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WING给“主代理商”支付

一定报酬，让他持有一个2000美元额度的电子货币值，并且可以随时提供给	

“子代理商”（子代理商只需要保持200美元的额度）。在这种安排下，流

动性额度增加了一倍。FINO在某些农村地区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它给那些	

“超级客户”——通常是富裕的村民——提供一定的报酬，让他们随时准备把

一定金额的资金存放在FINO的代理商那里，以便于代理商能够立即拿出现金来

满足其他客户的提款需求。

图4：M-PESA代理商Josiah的损益表

Josiah: M-PESA
美元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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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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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佣金

交易笔数/每天

佣金额/每笔交易

新登客户佣金

每天新登客户数

佣金额/每个新登客户
工资

全部收入

费用

店铺（租金、水电等）

交通

工资

资本成本

保险

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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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刚性的人员和商铺成本

流动性管理的成本对于小型农村代理商的影响要大过对大型代理商的影响，而

人员和商铺成本对大型代理商的影响则要超过对小型代理商的影响。如果交易

量很大的话，最终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员工和铺面来处理这些无网点银行交易。

这就导致有一个“最低刚性成本”，致使代理商确定到底需要做多少交易才能

有利可图的灵活性大大降低。

我们比较两家M-PESA代理商来举例说明。辛西娅在内罗毕的一个市场的繁

华地段拥有一间从事M-PESA代理业务的商铺，业务非常繁忙。由于业务量很

多，每天150笔业务，因此她完全投入代理业务。她雇佣了两名员工来负责两个

服务柜台，该柜台功能类似银行的出纳窗口。她每天需要支付每个员工3美元，

以及每月40美元的租金，这样工资和租金成了她的最大的两笔开支成本。她还

要支付为管理流动性而花费的交通费用，支付借来的营运资金的资本成本。她

平均每天赚8.53美元（见图5）。

文森特的地段没有那么好，在肯尼亚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靠着一条土路。

与辛西娅相比，他所处理的交易要少得多，每天40笔（见图6）。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他还可以在同一个柜台打理其他生意，销售面粉、啤酒和其他商品。

有些时候，如碰上集市，可能买东西的顾客很多，他就会让那些M-PESA的客户

等等或回头再来。文森特除了要支付管理流动性所需的交通费之外并没有其他

图5：M-PESA代理商辛西娅的损益表

辛西娅：M-P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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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支出。尽管他每天的全部利润（4.11美元）只是辛西娅（8.53美元）的一

半，但是和辛西娅的每个出纳柜台4.27美元相比所差无几。

也许更重要的是，文森特达到盈亏平衡点所需要的交易量要低很多。如果不

考虑新登客户开户佣金的话，文森特在第十笔交易就可以达到盈亏平衡。而辛

西娅则需要87笔交易才能达到盈亏平衡。服务提供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应当

为代理商提供建议，告诉他们雇佣专门的服务人员和商铺的费用会对他们的盈

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象辛西娅这样主要业务就是作为无网点银行的专业代理商，在巴西和肯尼亚

很常见。在肯尼亚，他们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地方，如城市的市

场、棚户区和公交车站。在巴西，银行尝试在他们最拥挤的网点附近选择专门

的代理商，这些“重点商铺”的外观仿照这些银行的网点。对于这些“重点商

铺”来说，商铺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它们坐落在城市的繁华商业区并且按照银

行网点的标准来装修。有一家商铺说，他们投资一家这样标准的商铺最低的初

始投资要28735美元13。为了支持这种业务模式的正常运转，银行可以担保每月

给商家支付一定费用，之外还有每笔交易的佣金，还可提供运钞车服务。如果

雇佣专门的员工、设置专门的服务柜台能够带来更好的客户体验，这笔支出可

能就物有所值。

图6：M-PESA的代理商文森特的损益表

文森特：M-P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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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Valor（2010）。

http://www.valoronline.com.br/?impresso/financas/93/6439967/ritmo-do-pib-define-avanco-da-base-de-agen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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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驱动力量：代理商无法掌控的因素

1.1节到1.3节详细讨论了代理商在履行其职能时直接产生的各种费用。1.4到	

1.6节主要讨论那些代理商无法掌控但对盈利产生影响的因素。

1.4. 安全风险

哪里有金钱，哪里就有犯罪。随着无网点银行服务的兴旺，代理商也会日益引

起犯罪分子的关注。据M-PESA的一家汇总网点报告，2009年有10%的代理商

遭到过抢劫14。在CGAP访谈过的巴西代理商中，93%的代理商认为做代理生

意增加了他们被抢劫的风险，而25%的代理商在过去的三年中至少被抢劫过	

一次。 

由于要提高安全标准，代理商不得不提高其开业所需要的初始资本数量。	

但是一旦被抢劫，损失将远远大于事先提高安全标准的花费。

如果被盗，代理商可能要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损失。在M-PESA，由于代理商

用自有现金处理日常业务，所以要承担被抢劫的全部成本。在巴西，代理商不

用垫付自有现金，但是银行也要求他们承担为现金保险的部分成本，并且一旦

资金被盗，代理商也需要首先承担部分损失。这意味着代理商平均来说要承担	

540美元的被盗资金损失，相当于其从事代理业务三个月所取得的利润15。

对于许多小的巴西代理商来说，这些与安全相关的成本是他们唯一的直接财

务成本。例如，图7中的若奥在巴西东北部省份经营一家药店，同时担任代理

商，上述成本可以从表中清楚看到。

若奥每天平均处理40笔交易，基本上都是现金存入业务，如交水电费或者

偿还消费贷款。这些会产生3.43美元的收入。他一般每天都要开车去最近的银

行，往返70公里，并相应产生燃油成本。他为现金投保所缴纳的保费，按天计

算的话是0.47美元。所以每天的利润是1.96美元。如果他遭遇抢劫，并且要承

担最大540美元的损失的话，那么他将会损失掉275天的利润（相当于全年的营

业天数）。

14 汇总网点管理着大约100家M-PESA代理商。
15 条款通常相当严格。代理商报告说一旦代理商被抢劫一次或者两次之后有些保险公司就不再承

保，或者是只对在营业场所内的现金承保（例如，在代理商往银行分支机构交送现金的途中不承

保，而通常此时代理商才最容易被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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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代理商时时被抢劫所困扰，如杰玛。杰玛是巴西银行业绩最佳的代理商

之一。她的商铺有4个出纳柜台，每天从事1400笔交易。由于抢劫的风险，银

行给她设定了一个手头持有现金的最高额度。结果，她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跑一

次银行，有时她一天就要跑10次银行。在过去的三年中，她被抢了三次，她感

觉每次去银行都是被抢劫的目标。

1.5. 系统中断

服务中断对代理商的盈利性影响很大。对于那些投入大量资本、人员和商铺成

本的代理商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不管是否做生意，这些成本都是已经产生了的。	

几天不能做生意可能整个月就亏损了。一名受访的巴西代理商通常每月的佣金收

入是1162美元，费用是1038美元，因此每个月的利润是124美元。如果她在一个

月当中有两天不能做生意的话，她的利润就会下降82%，减少到27美元。

无法正常交易可能有几个原因。在巴西，银行通常会限制代理商手头持有

的现金，以防被抢劫。银行在代理商达到限额时会关闭代理商的POS机终端。

这种服务中断会经常出现，从而导致很多代理商投诉。在其他国家，如果代理

商要自己垫付现金的话，现金或电子货币用完，也是失去交易的重要原因。巴

西、印度和肯尼亚的代理商也提到，不可靠的移动网络也是导致代理交易中断

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手机银行系统故障，或者是整个无线移动网络故障，无法

打电话、发短信和进行USD会话。

图7：巴西银行代理商若奥的损益表

若奥：巴西银行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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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代理商其他业务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无网点银行中，大多数的代理商会继续进行现有的业务，现有业务

依然是其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网点银行如何影响现有业务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

巴西的代理商认为对业务有正面的影响：73%的商户说代理业务带来了更

多客流，平均来看，大概增加了37%的客户。假设在一家巴西商店中，每天有

100个顾客光顾（图8），那么如果店主做了代理商之后，就会有另外的37个人

到店里来做代理业务，否则他们是不会光顾这家商店的。他们当中，并不是所

有的人都会买东西，假设有四分之一的人或者9个人会买东西。如果平均的销售

利润是一美元，店主会看到增加了9件商品的销售并产生了9美元的利润。如果

代理商的业务与若奥相似，那代理收入就是每天1.96美元，而商店9美元的额外

销售收入是代理商业务利润的四倍还多。

客户流量增加并不能给所有代理商都带来好处。很多巴西的代理商都声称能

带来巨大的好处。然而许多肯尼亚的小代理商都不这样认为，尽管Safaricom说

根据掌握的数据，有些代理商确实能从中受益。FINO的代理商通常都不是商

家，而是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因而不具有可比性。在2010年初做这个调研的

时候，EKO的代理商的无网点银行服务交易并不是很多，因而也没有享受到客

流量增加带来的好处。大家对客流量增加是否能带来好处都莫衷一是，到底它

是巴西独有的现象呢，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服务

图8：客流量增加的好处

12

$1.96

$9.25

$11.21

利润总额利润增加额代理商利润

10

8

6

4

2

0



16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提供商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来衡量客流量的增加，如果增加了，就把

增加的客流量有多少比例转化为销售额记录下来。这类的证据可以帮助潜在的

代理商相信做代理商能够给其他业务带来好处。

商家也可能会因为代理业务而遭受损失。小商店里客户太多，可能把那些需

要其他服务的客户挤走，或者至少会分散商家的精力，从而丢掉部分交易。由

于代理商要处理大量的现金，这也使得他们成为抢劫的目标。手机银行代理商

如果同时也卖电话卡的话，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即手机银行客户开始用他们的

电子钱包去买电话卡，从而减少了代理商电话卡的销售佣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代理商从事代理业务的动力可能不仅仅是由于直接

或间接的代理利润。印度的FINO代理商通过为农村社区提供无网点银行服务可

以提高其在社区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农村关系紧密的人群中是很有价值的。

与时间相关的驱动因素：代理商服务模式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影响代理商盈利能力的大多数变量都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发生巨

大的变化。这对代理商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因为他们通常没有多余的准备金来

应付现金流不足或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在1.7节到1.9节中，讨论了与业务增长

相关的三个因素。这部分还以M-PESA从2007年到2010年不断发展变化的代理

商管理战略为案例进行详细介绍。

1.7. 在开业初期要有充足的收入

对于以代理商为渠道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在启动业务之初，首先要有足够的资

本填补亏空，直到现金流为正，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供应链中的其他公

司可能也能做到。但是代理商通常资源非常有限，无法承受太长时间的亏损。

服务提供商应当仔细考虑到底应该怎样在初创时期给代理商提供足够的补偿。

按照代理商新发展的客户计算奖金的方法有时还是有效的。M-PESA对于每

个新发展的客户付给代理商一美元，相当于现金存取业务佣金的6倍还多。这对

于代理商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其开发新的客户，并且在交易佣金收入还相当

低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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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服务提供商选择建立一支独立的客户开发推广专职队伍，来加速客户

规模的增长。这种做法的结果好坏参半。如果商家过于关注其主营业务，而无

法在商铺中积极推广无网点银行产品，或者没有预算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营销的

话，那么这个方法可能就是有必要的。利用独立的客户开发专职队伍在南非的

WIZZIT是一定效果的（WIZZIT声称其有250,000注册客户）。

但是，将客户登记和现金存取业务分开的办法对代理商有负面影响。这些办

法剥夺了代理商赚取新登客户奖金的机会，这种奖金对于代理商初期的盈利是

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时代理商的交易量还没积累起来。柬埔寨的WING早期也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通过给那些商户代理商支付一定的费用来管理街头流

动代理商解决了这个问题。

服务提供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增加代理商开业早期的收入，就是给代理商提供

一定的固定收入——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在印度，FINO的代理商要走街串户地从

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进行交易，只要交易量达到一定数量他们每月就会收到定额

补贴（大概是20美元一个月）。在这基础之上，每笔交易代理商会收取一定金额的

佣金，但是有定额补贴就能让他们即使在交易量很低的时候也能继续提供服务。除

此之外，FINO还按照新登客户数给代理商发奖金。结合每月发补贴和新登客户佣

金的方式，使得一些代理商继续坚持提供服务，否则他们早就失去耐心退出了。

例如，在注册成为代理商之后的六个月，Mahesh（见图9）作为无网点银行

代理商其收入中只有11%是从日常客户交易中获得的。新登客户佣金和固定工

图9：FINO代理商Mahesh月收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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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提供了另外89%的收入，因而他每个月可以挣63美元，这个金额足以使他有

动力提供该服务。

1.8. 与增长相关的主要成本

大多数新代理商能利用他们现有的营业场所从事代理业务，并且可以把他们的

大部分时间花在原有的生意上。但是，随着代理业务的增长，代理商会产生额

外的费用。其中有些费用，如因充值而发生的交通费用与交易量直接相关，并

且会随着交易量的升降而变化。还有其他的大额一次性成本费用，会损害代理

商的盈利水平。图10是一个假设的代理商在一段交易量稳步增长的时间内每天

的利润。如表所示，代理商的利润会随着几个决策的结果而突然下降。

第一个主要的决策是雇佣一名新员工专门处理无网点银行业务。当交易量

增长超过了商家或经营人员的能力时，他/她就要雇佣一个全职人员。这是一个

成本很高的做法，如果做得太早，就可能把代理业务的全部利润都抹平了。例

如，在巴西，一个代理商员工的平均工资和其他收入是600美元一个月。如果代

理商每笔交易的佣金是0.2美元，那么代理商的员工一天就要做125笔交易来支

付其工资。因为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做150笔交易，因此在扣除了其工资之外就只

有很少的利润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赶快增加雇员的话，代理商又会发现人手

不足，客户来了却无法接待。

图10：随着业务的增长而产生的主要代理成本

雇佣的专

门员工数

250

200

150

100

50

0

店内专

柜建设

新开商铺

100

80

60

40

20

-20

0

交易笔数/每天（左轴） 利润/每天（右轴）



191.  代理商业务模式

与增长相关的另外一个主要成本就是设施改善成本，从图10中看到，代理

商通常首先在商店内建设一个专柜，然后再建单独的、专门的商店。这样的

做法都是成本很高的，并且都是沉没成本。交易量必须继续增加才能支付这些	

费用。

代理商必须要非常细致地规划，并且对其投资（包括人员和店内专柜）能够

显著地增加交易量、覆盖成本有相当的信心。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以发挥很重

要的作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负责管理几百个代理商，并且在代理商业务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可以给代理商提供咨询意见，如代理商何时应该进行什么

投资。另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知道在一个地方计划设立多少代理商，以及是

否有计划推出新的代理产品。

1.9. 由于代理商太多导致需求过于分散

客户与代理商的比例是代理商网络收入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比例在代理业务

的初期通常很低。服务提供商需要发展足够的代理商使得其服务对客户具有吸

引力，并且要尽快地吸引足够的客户，以使代理商确信他们的业务在近期内能

够盈利。

但是这一比例在达到一个最高值以后就会下降。M-PESA目前就存在这种	

情况。图11是截止到2010年8月平均每家代理商的客户数和交易量。2008年

图11：2007-2010年M-PESA的代理商平均客户数和交易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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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平均每家代理商有1009个客户，一般的M-PESA代理商都很赚钱。到了

2010年6月，每个代理商客户数降到了539个。这导致每个代理商交易量的下

降，从而引起收入下降。这一点也得到了CGAP所访谈的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的证实。这些比例在2010年中的时候由于新客户的增加突然又上升了。

但是，自从2008年以来，每个代理商的客户数和交易量的总体变化趋势还是向

下的。有些代理商表示如果其收入继续下降，他们就要考虑退出M-PESA的代理

商队伍。

服务提供商必须确保代理商的增长与客户的增长协调一致，以保持每个代理

商有合理的客户数。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交易格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

化。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现金存取业务，客户使用代理商渠道只需要单一的

或很少的服务。这些交易是发生在代理商处的，因此代理商网络通常会看到交

易收入的增长，这与客户的增长是一致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客户有可

能在代理商之外进行更多的交易。

例如，M-PESA的客户开始就是存点现金，转帐，再有就是取现。代理商只

是针对第一笔和最后一笔业务收费，转帐是不收费的，因为客户可以在他们自

己的手机上操作转帐。经过一段时间后，客户在账户里有了余额了，通过手机

银行系统进行更多的客户之间的转帐。客户也会增加电话卡的购买，以及支付

账单。客户现在可以选择在他们的M-PESA账户和银行账户之间转帐。所有这些

交易都是产生收入的，但是代理商拿不到。在某个时点，M-PESA可能要调整佣

金的结构，给代理商提供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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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以帮助代理商迅速扩大代理网络，同时保证高质量的、	

一致化的服务。第2.1节讨论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支持代理商方面所能发挥的

三种作用，即代理商的起步，代理商运营和业务战略。以肯尼亚的M-PESA和印

度的EKO为例来说明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所能起到的各种作用。

第2.2节探讨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业务模式。和代理商一样，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的收入必须要与他们所发挥的特定作用相匹配。许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对他

们现在的业务模式不满意，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业务量上升太慢以及代理商的

高退出率。

第1章阐明了选择正确的代理商业务模式很复杂，至少有九个因素以不同的方

式对业务模式产生影响。因为代理商管理是无网点银行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内

容，而且很难做得好，大多数的服务提供商让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来负责部分或

全部的代理商管理。这让服务提供商可以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并且加快代理商

网络的发展。本章讨论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以发挥的三个重要作用以及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的业务模式。

2.1.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作用

服务提供商必须非常明确把哪些职能外包给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通常发挥三种不同作用中的一种或几种：

1.		寻找代理商并帮助他们开始营业

2.  管理代理商的运营

3.  帮助制定无网点银行总体业务战略。

每一个无网点银行让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发挥的作用都不同，服务提供商可以

根据市场情况、提供的产品以及其他因素来确定什么职能可以外包给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

用M-PESA和EKO的例子来说明三种作用以及代理商管理人能发挥哪些不

同的作用。在M-PESA，代理商管理是由不同的公司来负责的，每一个公司扮

2.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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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一个特定的角色。在EKO，代理商管理更加一体化也更加集中，由EKO本

身负责代理商管理的主要工作。从EKO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有些网络管理商是如

何在其他一些领域如科技、市场营销、以及产品设计等领域发挥领先作用的。	

实际上，越来越普遍的是有一些公司——通常是很小的公司或者是刚刚起步的

公司——起到一个纽带作用，连结银行、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客户，在开发无网

点银行业务中发挥先导作用。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每种服务的结构。M-PESA（见图12）作为

交易提供商是整个业务的驱动力量。M-PESA在全国有10个地区性的管理商。

他们负责代理商管理，并且作为Safaricom本身的耳目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通常都是管理那些被赋予了代理商管理职能的公司。

•	M-PESA所谓的“汇总网点（aggregators）”是那些拥有或管理代理商网络

（从几个到几百个代理商）的个人或公司。“汇总网点”除了管理独立的商

铺之外（如，为商铺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并监管商铺是否与Safaricom的标

准一致），本身还可能拥有一些店铺（如，在营业场所有他们自己的员工，

直接租用或拥有自己的物业）。

•	“超级代理”是那些同意为代理商提供现金或电子货币充值的银行。这主要

是在银行的现有网点中进行的。

•	有些公司，如Top Image是一些独立的公司，由M-PESA外包来给代理商做培

训和监控。

要了解M-PESA代理商管理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参见第4章。

EKO采用了不同的结构（见图13）。EKO最开始是一家科技公司，提供一

种称为“银行易”（SimpliBank）的解决方案，客户可以利用其在印度国家银

行开户，并通过手机在账户中进行交易。一开始，EKO对代理商管理是放手不

图12：M-PESA代理商管理的构架

M-PESA

代理商

Top Image 汇总网点
超级代

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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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只是委托其战略合作伙伴Airtel电信推销其服务。但是，后来这种合作关

系失败了（详见第4章专栏4），EKO则开始积极地从零开始建立代理商网络。

在这个意义上，EKO就变成了一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直接担负起大多数代理

商管理的工作，并且和代理商直接打交道。

现在，EKO不仅负责代理商管理，而且还负责分销、定价、市场营销和其他

的服务16。EKO利用快速消耗品分销商作为第二个层次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负责日常的代理商管理任务。他们被称为“高级客户服务点”，与M-PESA的	

“汇总网点”有些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高级客户服务点已经和商户合

作很长时间了，负责分销其他商品。有些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职责（例如培

训）由EKO负责，而其他的职能（如流动性管理）则由高级客户服务点负责。

随着EKO的代理商网络的成长，它可能需要将更多的职能转交给高级客户服务

点或其他机构（M-PESA就是这样做的）。EKO的架构清晰，从印度国家银行

到高级客户服务点，再到最终的代理商之间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寻找代理商并帮助他们开业

如果招募代理商的工作集中在服务提供商的总部，就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在合适

的地点找到合适的代理商。使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全国范

图13：EKO代理商管理的构架

EKO

印度国

家银行

高级客户服

务点（第二

层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

代理商

16 直到现在，EKO负责所有这些决策，尽管印度国家银行要对定价和服务的其他方面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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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布点的—可以使服务很快当地化。在肯尼亚（见表5），M-PESA非常热

门，商户都争先恐后地希望成为代理商。M-PESA负责制定代理商标准，并且管

理整个招募过程。但是，由于代理商数量太多，实际上它的10个地区性的销售

管理人在这一过程中很难直接参与。

在大多数国家（例如印度），这种服务还是很新的，因此需要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发挥很大作用，来向潜在的代理商解释和销售服务。EKO将该职责委托给

高级客户服务点，因为他们和零售商有往来，可以推荐代理商，同时EKO也开

发出一套评分体系，用来发现最有潜力的商户。M-PESA与EKO最大的区别之

一就是EKO的员工具体负责面试每一个EKO的代理商，而且直接参与到代理商

网络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通常还为代理商提供初始设备和启动资本。例如，印度的

FINO给代理商提供POS机（代理商缴纳保证金）。M-PESA和EKO都要求代理

商自己提供手机和初始的开业资金，尽管有些肯尼亚的汇总网点用一种非正式

的方式为代理商提供贷款。

表5：寻找代理商并帮助代理商开业（M-PESA和EKO）

账户提供商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

M-PESA M-PESA——随着规
模的扩张，选择代理

商的责任已经大大减

轻。负责制定准入标

准和管理招募程序。

汇总网点寻找潜在的

代理商。有些公司，

如Top Image负责审
查申请人，并提供最

初的培训。超级代理

在代理商开业过程中

并不发挥什么作用。

提供设备（电话）和

启动资本，用作手头

的周转现金和电子	

货币。

EKO 印度国家银行——在

代理商招募中发挥的

作用有限，尽管对	

选定的每个地点都要

审批。

EKO和高级客户服务
点负责选择和培训代

理商。高级客户服务

点可能会推荐潜在的

代理商，但是由EKO
的员工负责面试并做

最后的决定。

提供设备（电话）和

启动资本，用作手头

的周转现金和电子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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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代理商的运营

在所有的服务中，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都在管理代理商的运营中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他们最重要的作用通常是帮助代理商进行现金或电子货币充值。第1章

讨论了代理商到充值点提取或运送现金所要占用的时间、成本和风险。对于

M-PESA的代理商，充值的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尽管如果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就在附近的话，他们通常都是到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那里充值的）。相较而

言，EKO则要求高级客户服务点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负责充值。高级客户服务

点雇佣专门的“跑街”人员负责收集申请人的表格、运送或收取现金—通常是

骑着摩托往返的。这就可以让代理商把所有时间用于经营和为客户提供服务。

培训和监控是管理代理商运营的另外两个重要内容。大多数的服务提供商都

倾向于利用独立的培训和监控专家来负责（相对而言，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由于

分享了一部分佣金，因此可能不大愿意对其旗下的代理商提出警示）。M-PESA

利用第三方公司，如Top Image，来负责培训和监控。Top Image有大概80名专

职人员负责培训和监控。EKO则亲自负责（见表6）。

表6：管理代理商运营（M-PESA和EKO）

账户提供商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

M-PESA M-PESA——监控
Top Image和其他第
三方公司，并且负责

运营一家代理商电话

中心。

汇总网点可能会帮

助代理商进行充

值。Top Image负责
培训和监控代理商。

超级代理商银行为代

理商充值提供特别	

便利。

主要负责现金和电子

货币充值，并且保持

日志的准确完整。

EKO 印度国家银行——不

发挥作用。

高级客户服务点负责

所有的充值工作和基

本的监控。EKO负责
更高层次的监控和所

有的培训。

负责与客户的交易，

但是总体来说比

M-PESA代理商的职
责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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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战略

有些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确定无网点银行服务的总体战略方面具有影响力，并

且在产品开发、确定佣金和调整流程以适应业务模式方面具有决定权。这是

M-PESA和EKO之间的最大区别。M-PESA作为账户提供商，无疑是业务的驱动

要素。M-PESA负责产品相关的所有决策：定价、合作伙伴的选择、客户战略、

代理战略等，虽然把一些重要任务外包给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但是这些都是非

常具体明确的任务，有严格的规则和指引。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基本上对于战略

没有发言权，只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M-PESA作为市场先

行者和主导者导致的结果。

EKO却是完全相反的模式，虽然印度国家银行是账户提供商，但EKO是业

务的主要驱动要素。EKO负责确定代理商的管理以及市场营销、地理位置选择

和客户战略。这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印度，根据监管要求，移动网络运营

商不得从事手机银行服务。这样，EKO就看到了机会，充当银行（法律上可

以但不愿意从事手机银行服务）和移动网络运营商（愿意从事手机银行业务，

并且有零售网络，但是不能提供该服务）之间的桥梁。EKO最初是作为银行

和移动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第三方从事经营的，因此要开发业务就要确定明确的	

战略。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能够在制定业务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通常也能改进自己

及代理商的业务模式。例如，在印度，当EKO意识到光靠从印度国家银行的简

易账户中获得的佣金无法使代理业务持续时，它就开发出一款新的汇款产品。

客户可以利用这款产品通过他们的手机或印度银行常规账户，从他们的印度国

家银行的EKO账户汇款到另外一个客户的印度国家银行EKO账户。EKO最近还

重新梳理了整个的定价体系，以便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定价。巴西电信（为

巴西银行管理1000个代理商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也有推出一些新产品的类似

思路，如通过代理商网络提供消费贷款。这种做法将改进其自身及代理商的业

务模式。这两家机构都把代理商看成是他们所投资的分销渠道，并且积极开发

产品通过这些渠道进行销售。

M-PESA和EKO如何使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只是当今市场中几十个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模式中的两种。M-PESA把某些重要的职能外包给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但是控制着高层次的业务战略，而EKO，几乎所有的重要职能都由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负责。至于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到底是从事所有的这三种职能还是只从事



272.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其中的一部分，每种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大型的无网点银行自己进行代理商管

理，这种情况不多见，但并非没有。巴西的Caixa Economica就是一例。乌干达

的MTN把大多数代理商管理职能集中在公司内部进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角

色直接影响代理商网络的架构。

2.2.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业务模式

大多数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都是靠佣金分成获取收入的，通常按照他们所管理的

代理商的佣金收入的百分比计算。有些情况下，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每发展一个

代理商就提取一笔佣金。佣金分成比例通常是代理商得80%，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20%，但这一比例会随着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职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例如阿

富汗Roshan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就拿30%的佣金分成。当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给

代理商提供开业资金时，其分成比例就可能达到50%。有些在代理商管理中发

挥一定作用的公司，如肯尼亚的Top Image，是收取固定费用的，而不是进行佣

金分成。如图14所示，可以清楚地看到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所发挥的作用与佣金

分成比例之间的关系。

表7：制定战略（M-PESA和EKO）

账户提供商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

M-PESA M-PESA负责制定全
部的业务战略。

所有三种类型的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在产品

设计、佣金或战略方

面都没有或只有很少

的发言权。

在制定业务战略方面

没有发言权。

EKO 印度国家银行确定付

给EKO的佣金的总体
水平，并且提供主要

的产品（简易银行账

户是属于印度国家银

行的账户）。

EKO负责所有的供应
链管理，市场营销和

客户开发。EKO还开
发了与印度国家银行

储蓄账号相连的汇款

产品。高级客户服务

点在战略确定方面没

有发言权。

在制定业务战略方面

只有极少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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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表明，M-PESA和EKO的代理商管理商（分别被称作汇总网点和高级客

户服务点）具有相似的职责，主要集中于选择代理商，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充

值和监控。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代理商管理商都无需参与制定代理商的业务

战略或给代理商提供设备或开业资本。他们的佣金分成比例是20%。

专栏3：要挣多少才行？

M-PESA的汇总网点需要有多少收入才能覆盖其成本？答案取决于汇总网点

是否有代理商营业场所（并且支付租金和员工工资），或者只是给那些其他

企业所有的代理商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

拥有自己的营业场所的汇总网点需要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至少一名全职员

工的工资和租金，对于偏远地区的小型代理商大约每月需要支付93美元的

成本，在繁华的市区则需要每月250美元。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平均每天	

53笔交易的话，偏远地区的代理商仍然可以为汇总网点贡献60美元的利

润。但是在成本更高的城市，则需要每天进行80-100笔交易才能弥补成本，

产生利润。

管理代理商的汇总网点只能拿到20%的佣金分成，对于一个每天交易量

在53笔的代理商来说也就是41美元。这意味着，汇总网点可以拥有产生利

润的代理商，并且从低交易量的代理商处获得一定的佣金收入。但是汇总网

点倾向于舍弃那些不盈利的代理商，给予那些低交易量的独立代理商很少的

投资。

图14：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职责和佣金分成比例（M-PESA，EKO和巴西电信）

职责

M-PESA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
(汇总网点)

EKO代理商
网络管理商

(高级客户服务点)

巴西电信

20% 20% 60%

代理商开业

选择代理商 主要职责

提供设备 有限参与

很少或没有参与提供初始资本

管理代理商运营

充值

培训

监控

参与制定业务战略

佣金分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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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电信承担更多的职责。它负责选择代理商、提供设备、培训人员、对其

经营进行监控，同时还参与业务战略的制定。但巴西电信不负责提供初始资本

和充值。因为它的职责更多，因此拿到的佣金分成高达60%。

所有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都有一些固定成本，例如办公室租金和总部人员	

工资。但是，大多数的费用通常都是可变的，要根据他们所承担的职责来定。

例如，在肯尼亚，Top Image的现场检查人员至少每隔一个星期要去实地拜访

一次代理商进行监控，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现金和电子货币，市场营销资料和

客户通知都摆放合适。在这些情况下，其业务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本密集	

型的，需要保持很高的员工-代理商比率。但是，巴西电信基于先进的管理信

息系统，将对代理商的管理集中化，而不是对代理商进行高频度的现场拜访。	

它的员工每隔两个月才对代理商进行一次面访。但是，这样做对软件的投资也

是非常巨大的。

图15描述了印度EKO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辛哈的业务模式。EKO是相对比较

新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案例展示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仅仅管理35家代理商

时所赚取的利润。EKO希望所有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都能建立一个至少有100

家以上代理商的网络。辛哈每个月从EKO获取佣金1133美元。辛哈已经和超

过500家销售消费品的零售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从分销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是

4300美元，并已经拥有了正常运转的办公室，有电力、计算机等设施。

辛哈最近为EKO业务雇佣了两名员工，并且为这些员工提供交通费用，让他

们负责流动性管理。通过削减房租和节省用电并没有因此增加管理成本。辛哈	

从EKO每个月获得的总利润是611美元，是他其他的分销业务收入（4300美元）

图15：EKO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辛哈的损益表

EKO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辛哈

收入

53 代理商总数

每个代理商的交易额

75  每个代理商的开户数

佣金额/每开一个账户 0.54

331,1收入总额

费用

109
314工资

交通费用

225 费用总额

 每月利润（美元） 611

佣金额/每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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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4%。一旦达到了100名代理商的门槛，估计辛哈从EKO赚取的利润可能会

三倍于今天的水平。部分原因是辛哈相信他可以将他现在的零售商转变为EKO

代理商，而不会产生另外的房租或管理成本。如果一个月能赚1800美元，那么

EKO业务将是他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开业初期的挑战

在起步阶段，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与代理商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尽管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一般来说比代理商有更多的现金准备，但是，如果生意赔钱的话，这种

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在提供服务的最初几个月里需要给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供

一定的激励。一旦他们退出，会带着代理商一起退出。

激励代理商的一种方法就是按照新登客户的数量给代理商奖励。这种方法

用于激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也是适用的，尤其是在业务的初创阶段。许多服务

提供商还按照代理商新登客户的数量奖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因为他们给代理

商提供了培训等支持。例如，每新登一个客户，EKO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取

0.54美元，他们的代理商则拿0.64美元。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在初始阶段，没有

大量的客户进行有规律的交易之前，不管是代理商还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都有

足够的现金流。

另外，大多数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按照其所发展的代理商数量提取佣金。	

正如服务提供商需要平衡代理商的佣金，以激励代理商发展交易活跃的客户	

（而不仅仅是发展大量的客户），服务提供商对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激励也应

谨慎从事，不要让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过于侧重发展代理商，而应该着重于发展

高质量的代理商。按照新发展的代理商数量提取佣金的方法也保证了在业务初

创时期现金流的稳定。

代理商流失

理论上说，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收取的佣金应当与预期费用相匹配。但是，有一

个影响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业务模式的更重要的因素，并且可能会将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的所有利润都吃掉，即代理商流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需要代理商能够

尽量长时间地经营，以便其收回招募和培训这些代理商的投资。如果服务提供

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无法有效激励代理商，特别是在业务刚开始的头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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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增长比较缓慢的时候，他们就要不断地投资去招募和培训新的代理商。	

巴西的一个大型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计算过，代理商要经营六个月的时间（一个

月做200笔交易），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才能收回对代理商的投资。不幸的是，很

多著名的服务商（如，Zain的ZAP，沃达丰在坦桑尼亚的M-PESA等）都饱受

代理商流失带来的困扰，对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业务模式造成了严重损害17。	

在巴西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一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过去几年里选择并培训

了超过6000家代理商，并给他们配备了设备，到今天仅剩1000家。这样做业务

根本无法发展壮大。有些代理商是完全退出去了，有些则是仅仅手头没有电子

货币，就不做业务了。巴西的这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需要每个代理商一个月至

少要做200笔交易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由于有超过50%的代理商不做业务，因

此意味着另外一半需要有两倍的效率。代理商的高流失率以及对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业务模式的影响表明，不管是代理商也好，还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也好，

都要有正确的业务模式。

17 本指南中经常会提到Zain和ZAP，指的是2009年在几个非洲市场推出的手机银行服务。最近，	

Airtel收购了Zain，并且将在2011作为Airtel Money重新推出。这种服务模式预计与ZAP有很大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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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网点银行业务中，一系列的公司发挥各种职能，创造出一个交易渠道，而代

理商是这个供应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整个的供应链要能够可持续的话，整

个业务就必须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持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3.1节综合分析

在无网点银行的整个供应链中收入的产生和分配情况。

由单一服务所产生的客户交易费用（如，国内汇款）很难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

撑整个供应链，这将导致服务提供商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激励代理商和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第3.2节介绍了两种方法，可以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持整个供应

链中的参与者：

1. 加大对交易渠道的使用力度

2. 为供应链中的公司创造核心业务收益。

无网点银行业务必须要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持提供服务的一系列相关公司的

业务模式，包括服务提供商本身，以及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代理商和其他相

关主体（如合作银行）。本章剖析了整个供应链中为每个环节创造收入的相	

关因素。

要产生足够的收入这一挑战在全世界范围内困扰着许多早期的无网点银行服

务。收入如何以费用和佣金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各个环节分配，对于每个环节

业务模式的成功至关重要，并且需要在无网点银行的设计阶段就要仔细考虑。

不过，本指南关注更基础性的问题，即无网点银行的架构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

收入来支持整个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

3.1. 供应链上的收入来源

无网点银行的业务通常都有一个核心的业务，从一个来源可以产生大部分的收

入，例如客户交易收费。但是，在无网点银行的供应链中，收入也可以有几个来

源。对最大的无网点银行服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提供不同的服务，从不同

的来源产生收入和其他收益，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在价值链上分配这些收入。

3. 供应链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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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Safaricom来说，M-PESA是一项重要的业务和收入来源。在2010 -2011

财年的上半年，M-PESA业务为公司创造了6600万美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11%（http://www.safaricom.co.ke/index.php?id=335）。另外，Safaricom 

认为，M-PESA减少了客户流失，帮助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移动电话市场上吸引

客户。在该市场上有许多的国际大公司如Airtel、Essar和Orange公司都通过收

购加入了竞争。

按照2010年6月份的业务发展水平，分析表明M-PESA在整个供应链上每个

月创造1200万美元的交易收入。大多数的收入来自于对客户的交易收费。图16

的下半部分表明，客户（通过支付交易费用）为整个供应链提供了1020万美元

的收入，占全部供应链收入的85%。Safaricom为供应链增加了部分收入来源，

主要是通过向代理商支付现金流入交易的费用，以及有些公司因为委托收款和

代发工资而支付给Safaricom的服务费。图16的上半部分表明收入是如何分配

的。Safaricom自己留了690万美元，或者全部月收入的58%。代理商和代理商

网络管理商各自拿到34%和8%。

M-PESA的收入状况是对其提供的服务的一个直接反映。M-PESA从一开始

到现在主要是提供国内的个人间（P2P）汇款业务18。

图16：每月收入产生和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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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Jack and Suri（2010）的报告，高达80%以上的M-PESA客户利用M-PESA进行储蓄。	

计算这项业务的收入是很困难的，因为M-PESA对于不同种类的取款没有差异化的定价，也没有

提供特别的储蓄产品。

http://www.safaricom.co.ke/index.php?id=335
http://www.mit.edu/~tavneet/M-PE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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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主要分析了客户把他们的钱存到电子钱包中之后如何使用的。他们通常每

月会把81%的存款用于转帐，83%的资金以现金方式用掉。他们也会购买电话

卡，支付账单，在账户中留存大约6%。但是这些交易的金额与现金和转帐的量

相比还是很小的。

客户支付的费用一向是代理商的重要收入来源。M-PESA的定价结构在这方

面运行良好。相较之下，如果把对客户的收费标准定得太低就可能会使整个系

统的收入过低，即使交易量很大也不行。亚洲有一家无网点银行一开始把价格

定得很低，以便对潜在客户具有吸引力。但是代理商的佣金过低不足以激励商

户从事此业务，因而服务提供商不得不提高对客户的收费标准。

交易量对于M-PESA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M-PESA客户的迅速增长使得交

易收入得以支持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增长。这反映了肯尼亚对个人转帐业务的

广泛需求。肯尼亚的客户愿意支付M-PESA交易费用，主要是因为这项服务比其

他选择更好。这使得M-PESA在主要的无网点银行中显得与众不同。

其他成功的无网点银行服务依赖于不同的收入来源。

图17：不同类型交易量占现金流入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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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模式是基于该经济体广泛使用的条形码支付票证和账单。巴西的很多

家庭需要定期支付这些票证或账单，按照法律的规定由银行来处理19。客户都

想要一种简单的支付渠道，但是又不愿意为服务掏钱。银行愿意付钱给代理商

来处理这些支付业务以减少在银行的分支机构处理这些业务的成本。这就意味

着，对于几乎所有的银行来说（直到最近），他们以代理商为基础的交易渠道

一直是出于节省成本的目的，而不是因为能创造收入。

印度的FINO运营着一个很大的代理商网络，其将基本的银行服务扩张到客

户的家门口。客户很多，FINO表示有超过2100万的用户。但是用户的交易并

不频繁。而且FINO提供的一个主要产品—简易银行账户—对收入的贡献受限。

直到最近，政府还禁止银行收费，所以该系统中主要的收入是由银行创造的，

即通过吸收存款产生的。

在菲律宾，最大两家手机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移

动网络运营商支付给电话刮刮卡销售的代理佣金而产生的。客户可以在手机上

表8：以代理商为基础的金融服务的收入来源

服务商与国家 为客户提供的 

核心服务

主要的收入来源 收入是否足够 

支付代理商？

肯尼亚的M-PESA 个人间转帐。 客户交易收费。 是。

巴西各银行 条形码支付票证

和账单支付。

银行节省交易成

本。

否。代理商主要

是看重光顾他们

商铺的客户数量

的增加，没有直

接的代理收入。

印度的FINO 基本的简易银行

账户。

银行提供账户中

介服务。

否，除非达到很

高的交易量。

菲律宾的GCash和
Smart Money 

电子钱包，主	

要用于购买电话

卡。

移动网络运营商

节省电话卡销售

佣金支出。

尚未确定。

19 CGAP2007年的分析显示，75%的巴西人定期使用无网点银行的代理商来支付各种账单。	

见Siedek（2007）。

http://www.cgap.org/gm/document-1.9.2115/agents_marketrea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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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钱包转帐或购买电话卡。但是，菲律宾人已经可以使用至少六家便宜

的资金转帐服务提供商的服务，他们都有大规模的代理商网络。这种激烈的竞

争可以从无网点银行提供商所收取的超低的交易费（与M-PESA相比）中得以	

体现。结果，服务提供商无法通过客户交易收费产生足够的收入。主要的好处

是可以为客户提供价格低廉的电话卡并且降低移动网络运营商的电话卡销售佣

金费用。

从这些案例中得到的经验就是，只有很少的无网点银行可以从客户为单一

金融服务而支付的费用中获得足够高的收入。客户不太可能有迅速而大量的	

反馈。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不愿意或不能为单一核心服务支付足够高的	

费用，从而无法支持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3.2. 提高供应链的收入

越来越多的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发现，单一服务，如用手机进行的国内资金

转帐服务，无法从客户那里收取足够多的交易费以支持整个服务渠道中所有的

公司。我们的研究表明，促成M-PESA成功的各种因素都是很少见的，其他市场

中的服务提供商必须要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各种特殊挑战20。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设计了一个案例，并且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

果M-PESA没有足够多的客户，而是象其他无网点银行一样，只有平均水平数

量的客户的话，它会如何？这里对七个可以获得准确数据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包括巴西邮政银行，印度的FINO，菲律宾的GCash，坦桑尼亚的M-PESA，	

菲律宾的Smart Money，柬埔寨的WING，以及南非的WIZZIT。这些服务商

平均有520万的登记注册用户，尽管数目很大，但是相对于肯尼亚的M-PESA

的1300万用户还是相当低的。如果把这个比较低的数字放在肯尼亚的M-PESA

中，我们来看看收入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收入水平是否还能够满足供应链

中每个环节的要求？

在第一种情况下，肯尼亚的M-PESA每月为整个供应链创造大约470万美元

的收入，一般的代理商每个月的毛收入在250美元，这个数字仍然是很高的。大

多数的商户会发现在如此水平上从事M-PESA代理业务还是有利可图的。换句话

20 对于具体环境和国情对M-PESA成功可能性影响的详细分析请见Heyer and Mas（2009）。

http://ssrn.com/abstract=159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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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即使客户更少，肯尼亚的M-PESA对于供应链中的每一方来说还都是有吸引

力的。

但是，如果不仅客户总数下降，而且其他主要的指标都下降到其他无网点银

行的一般水平的话，M-PESA的盈利将会如何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两个因素发

生了变化：活跃客户比例（从70%下降到53%），以及平均交易量（从每个月

5.3笔下降到2笔）。在表9中，第二种情况被冠以“通常情况”。

通常情况下每个月仅创造150万美元的收入，无法满足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

节的需要，更不要说每一个环节了。对于一个通常拥有520万用户的移动网络

运营商来说，这还不到话费收入的3%，算不上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21。相

较而言，M-PESA在2010-11财年上半年为Safaricom总收入贡献了11%，成为

其第二大收入来源，超过了短信服务22。代理商的毛收入每个月只有71美元，

折合每天只有2.73美元。只有小型代理商认为该业务有吸引力，服务提供商	

表9：案例分析假设条件

案例分析假设条件

变量 M-PESA 通常情况

全部客户数 5,200,000 5,200,000

活跃客户比例 70% 53%

活跃客户数 3,640,000 2,756,000

代理商 6,700 6,700

平均每月客户交易量 5.3 2.0 

收入

全部供应链收入 $ 4,700,000 $ 1,500,000

每天代理商交易量 54 16

每月代理商毛收入 $ 250 $ 71

21 按照每个手机用户单位平均收入（ARPU）为10美元计算，即2009年中到2010年之间非洲市场

上平均的无线智能单位平均收入。同时还假设移动网络运营商可以100%地把520万用户都变成手

机银行的用户，这种假设是高度乐观的。
22 见Pickens（2010b）。

http://technology.cgap.org/org/2010/06/07/proof-mobile-money-can-make-money-m-pesa-earns-serious-shillings-for-saf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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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招募到连锁零售商加盟作为代理商。任何代理商只要发生了流动性管理、

人员、租金费用或遭到小规模的抢劫都会很快发现业务出现亏损。

与M-PESA不同，现在的大多数无网点银行服务都接近通常情况。例如在非

洲的46家手机银行服务商中，只有5家的客户超过10万人（GSMA 2010）。一

些证据显示，活跃客户比率（活跃客户的百分比，每个月的交易量）甚至比通

常情况还低。大多数的无网点银行服务都无法创造足够的收入来满足供应链中

所有的环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M-PESA那样大量的用户的话，服

务提供商如何创造足够的收入与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分享呢？有两类办

法：

•	通过强化供应链的使用和收入来源增加交易收入

•	为供应链中的公司产生额外的核心业务收入。

强化无网点银行渠道的使用力度

通常情况至少反映了许多市场上的一个普遍现实；客户如果交易不频繁就无法

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整个供应链。一次性的服务（如个人间转帐）不太可能

产生频繁的交易。更广泛的服务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交易和收入来源。

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中，如肯尼亚和巴西，交易提供商实际上为他们现有的无

网点银行的渠道开发了新的服务。例如，有些巴西银行利用代理商来从事银行

开户，发放、支付和回收小额消费贷款。客户这类交易相比账单支付和分期付

款要少，但是，与账户和贷款相关的交易为银行创造的收入要多得多，并且这

也体现在代理商较高的佣金上。

而且，愿意为使用无网点银行渠道而支付费用的并不只有客户。第三方也

可能愿意为使用渠道支付费用，或者通过这一渠道为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例

如，在很多体系中，水电公司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让客户可以在代理商那里或

通过手机支付账单或购买预付费服务。雇主通过利用消费者的账户自动支付工

资，并为此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在巴西，政府利用Caixa Economica代理商网络

进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支付，如年金和社会保障金等。

http://www.wirelessintelligence.com/mobile-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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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服务增加、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使用力度加大之后，供应链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为了体现这种影响，这些特性被增加到通常情况下的案例中，然后重新

对升级案例的财务流量进行测算。

图18描述了每月客户交易更加活跃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升级版

本的案例中，客户每月进行5.3笔交易（与M-PESA的客户交易量相同）；个人

转帐还是一般水平，但是客户现在使用一系列的交易类型，如自动工资存款、

养老金存款，从银行账户转帐，以及更频繁地在代理商处进行现金存款。他们

也更少地从手机账户中取款，而是利用手机账户购买物品，支付账单，进行	

个人转帐，以及进行小额储蓄。假设服务提供商降低客户收费，比M-PESA低

30%，以鼓励客户更多地使用服务。

在升级版本的案例中，每月产生320万美元的业务收入，是通常情况下的

两倍多。尽管由于降低收费标准以鼓励更多地使用该服务，而导致从客户交易

费中所获得的收入降低，但由于第三方更多地使用该渠道而弥补了这块收入的	

降低。实际上，图19说明了大多数的额外收入是如何从供应链中其他公司中获

得的。

•	雇主23为自动发放工资服务而支付费用

•	政府为发放社会保障资金而支付费用

图18：交易情况—每月客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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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雇主、政府、商户和银行都被归类为第三方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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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客户购买产品时商户支付相应费用

•	移动网络运营商根据电话卡销售情况支付交易提供商一定的佣金

•	交易提供商按照客户交易支付给移动网络运营商一定费用

•	银行根据电子货币余额给交易提供商支付利息。

在升级版本的案例中，相较通常情况下的71美元利润，代理商的盈利要好

得多，达到123美元。但是，这仍然比M-PESA按当前客户数量计算得出的每月

250美元收入少很多，可能无法吸引太多的代理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和供应链

中的其他公司可能也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我们现在来探讨服务提供商增加总体

收入的第二类办法。

供应链中公司的核心业务收益

在无网点银行的供应链中，公司可以在其核心业务领域创造收入或节省成本。

收益的规模可能会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盈利的主要驱动因素。

巴西的银行及其代理商就将业务模式集中于此。银行建立自己的代理商网

络主要是节省银行分支机构的交易成本。商户代理商通常从交易中赚取的利润	

很少，但是通过向进入商铺进行银行交易的顾客销售商品而增加其收入。银行

图19：升级版本：收入达到32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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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通过为客户的账户余额提供中介服务创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核心业

务收入来源的影响反映在了图20的模型中。黄色一栏表示额外的核心业务收

入，将供应链的总收入增加到550万美元，比仅仅增加客户的使用频率得到的

320万美元收入要高70%（图1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个月仅仅有10%的无网点银行的客户进行一次2美

元的采购，通常代理商的月度总收入会增长83美元。代理商的全部收入会增加

67%，达到每月206美元。

银行（第三方运营商）通过为账户余额提供中介服务每月可以赚555000美

元24。移动网络运营商也可以获得对其核心业务话费收入的巨大好处。如果移

动网络运营商能够比当前刮刮卡销售佣金支付更低的佣金，那么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降低了电话卡销售佣金。这在南非和菲律宾都是手机银行业务的主要收入	

来源。

但是，如果手机银行服务增加了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并且降低了使用电子

钱包的手机用户数量的波动的话，移动网络运营商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在

图20：增加核心业务收益：总收入为5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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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里假设交易提供商将全部电子货币余额都存在银行里，银行按照平均余额的3%支付利息，	

而银行将这部分资金进行投资产生的收益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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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本中，例如，如果移动网络运营商将电话卡销售佣金降低5%，则每月	

可以节省14万美元。基于对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和用户数量波动减少的保守

假设，移动网络运营商还创造了每月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如果每个活跃的

手机银行用户（在很多市场中大约为5%）每个月的电话卡消费增加0.2美元，	

将产生每月50万美元的额外电话卡销售额。并且，如果有5%的手机银行客户成

为了手机用户，那么移动网络运营商将有55万美元的额外电话卡收入25。

计算这些主要收益只是将其内化为无网点银行供应链经济学的第一步。在巴

西，意识到这些核心收益已经成为供应链中包括代理商在内的各个公司的主要

激励因素。但是，其他供应链中的许多公司在计算投资收益时仅仅计算直接交

易收入。移动网络运营商通过提供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和降低波动性而获得的收

益特别值得关注。移动网络运营商的管理层在参与CGAP调查时也认可了这些

效果26。但是，大多数的移动网络运营商无法计算这些收益——有时是因为他们	

的系统无法支持这种计算，但是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服务提供商没有去做这	

件事，并将其记录在案。正如这些财务情景所描述的，这些对核心业务的好处

有可能会使整个的供应链盈利。

增加核心收入的机会在不同的业务模式和市场中是不一样的。供应链中的	

每个公司都可能找出提升其核心业务的方法。但是，对无网点银行业务起领导

作用的服务提供商应当鼓励其他公司进行内部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计算提出解决

之道。

25 假设移动网络运营商每月有5%的客户变动率。按照这个速率，用户每年的变动率为60%。	

因此，假设5%的手机银行客户成为手机用户是非常保守的。移动网络运营商还节省了客户开	

发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没有考虑。
26 见Baba（2010）。

http://technology.cgap.org/2010/09/16/ can-mobile-money-be-profitable-we-asked-mobile-money-managers/


本指南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无网点银行服务的经济学，重点剖析了代理商业

务模式的驱动因素，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作用以及收入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分配

（包括增加整体收入的选择）。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建立（第4章）和管理（第5

章）代理商网络所面临的操作性挑战。

第二部分：建立代理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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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了三种不同的代理商网络架构。建立代理商网络可以采取与下列主体

合作的方式：（1）连锁零售商，其中一个公司拥有和经营多个分店；（2）消

费品批发企业，通常是全国性的；（3）个人商户，通常由家庭经营。对于无网

点银行服务提供商而言，每种架构的运营准备充分性、可控性以及可覆盖范围

都是不同的。

4.3节利用M-PESA的代理商管理架构及战略的变化来说明，需要有一定的灵活

性来适应代理商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4.1. 三种代理商网络架构

服务提供商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从商户中招募代理商。尽管许多服务商最终选择

几种类型的商户构建其代理商网络，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有些服务商主要选择一

种方式。以下是这三种方式：

1. 使用现有的连锁零售商。服务商与拥有若干网点的连锁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该企业可能是连锁商店或加油站，也可能是其他具有若干网点的连锁企业，

如邮局或小额金融机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角色由合作零售商的总部担任，

其连锁店作为代理商。一般来说，零售商的总部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已经承担

了现金管理和流动性控制的职能。这种模式包括巴西的布莱德斯科银行利用

巴西邮政系统以及连锁超市Pão de Açucar，Orange与马里的小额金融机构的

合作也是这个模式。

2. 利用批发分销体系。每个国家都有销售消费品的分销系统。大多数预存话费

的电话卡销售都不是通过移动网络运营商经营或管理的零售店铺进行的，而

是通过遍布全国的独立零售商。它的分销商（以及其他产品的分销商，如肥

皂、烹调油等）与许多百货零售商都有合作关系。这些分销商可以作为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管理零售商（即代理商）27。与上面所说的连锁零售商相比，

4. 代理商网络的架构设计

27 有些快速消费品公司与他们的经销商/分销商签有独家代理协议，不希望他们再代理其他公司的

业务。这限制了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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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可能与更多的商家有联系，但对其控制力相对较差。第一种和第二种

架构都可以利用现有的体系，主要区别在于第二种架构下的零售商都是独立

所有和经营的，第一种架构下的零售商是整个零售连锁的一部分，他们是集

中所有、经营的。M-PESA采用的是第一种架构，最开始时利用Safaricom现

有的电话卡销售商和零售商。其他一些服务提供商开始（如沃达丰在坦桑尼

亚的M-PESA，Zain在几个非洲国家的ZAP）采用的是也是这种架构，但是

后来改变了做法。手机银行产品的推广与电话卡销售完全是两回事，动员现

有的分销渠道需要大量的培训和监控。专栏4重点讨论了EKO在利用Airtel现

有分销体系时所面临的挑战。

3.以单个商铺为基础从无到有建立代理商网络。在这种方法中，服务提供商建

立代理商网络是通过一个一个地发展代理商实现的，通常会有一个或多个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来支持。有些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最终会拥有其中的一些

商铺。例如，许多M-PESA汇总网点既管理一些商铺也自己拥有一些商铺。	

巴西电信、柬埔寨的WING和M-PESA就是使用的这种从无到有建立代理商

网络的模式。

专栏4：EKO与Airtel合作的经验教训

Airtel（印度最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和EKO（提供手机银行服务系统的一

家初创科技公司）在2008年建立了合作关系。Airtel愿意将其巨大的零售和

分销网络变为EKO的代理商网络。EKO利用Airtel现有的零售和分销网络，

可以比以前单打独斗时增长得更快。一年半之后，双方的合作就失败了，	

只有几十家Airtel的零售商销售EKO的产品。原来双方假设通过现有分销	

渠道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服务来，但是很难真正实现。特别是出现了以下	

问题：

1. Airtel没有雇佣全职的员工来推销这一新产品；它仅仅是简单地把新产品

的销售目标加到现有员工头上。

2.	代理商需要将产品卖给客户，但是没有相应的战略支持代理商的工作。

3. 最成功的零售商和分销商都被选来参加EKO试点，但是这些零售商已经

取得了很好的盈利，几乎没有动力花费时间销售一种高风险的新产品。

4.	分销商没有雇佣全职员工处理代理商的现金需求和进行监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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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代理商网络架构对整体服务的影响

4.1节中所描述的三种代理商网络架构中，每一种都对无网点银行服务的准备

充分性、服务覆盖范围、可控性有不同的影响。营业准备的充分性指的是在为

客户顺利提供服务之前，系统和程序需要准备到位。这包括招聘系统、培训系

统、信息科技管理系统以及能够安全运送现金。营业准备的充分性对于是否能

够迅速地建立并运作代理商网络具有巨大的影响。覆盖范围包括商户的数量和

地点。最后，可控性表明服务提供商对于整个网络以及代理商具有多大的控制

力。图21根据三个变量对这三种架构进行了详细比较。

人们很容易以为利用现有的分销体系就象开灯一样简单，只要把手机银

行产品混同其他产品一起进行销售就行。但是建立分销网络对于任何产品来

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提供手机银行服务与销售电话卡完全不同。

处理手机银行业务至少在初期需要非常积极地去销售和监控。如果移动网络

运营商想利用他们现有的分销体系来销售手机银行的产品，他们需要投资建

设专业化的专门销售渠道来管理这些产品，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利用现有销售

渠道。

如今，EKO正准备从无到有建立一个代理商网络，Airtel已经建立了一

个手机商务团队，负责探索一系列新方法和合作关系。

图21：三种代理商网络架构比较：准备充分性、覆盖范围和可控性

覆盖范围可控性

准备充分性

利用连锁零售商

利用分销体系

从无到有建立代理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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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表明这三种选择各有优劣。从营业准备的充分性来说，利用零售连锁	

（如7-Eleven这样的便利店）可能在设立方面是最方便的。现有的连锁店已经具

有了营业所需要的架构，如IT系统，员工、流动性管理和监控。选择代理商的

过程得以简化，代理商网络可以很快就开始发挥功能。分销体系（如快速消费

品或电话卡）有一些现成的程序，如流动性管理。但是，服务提供商需要和分

销商一起合作，对这些程序进行修改，以适应无网点银行的新产品，同时确保

选择合适的代理商，并对其进行培训。最后，从无到有建立代理商网络最花时

间，因为各种程序和系统都要从零做起。

从无到有地建立代理商网络进度也许比较缓慢，但最终其覆盖面是最大的。

这是因为服务提供商可以选择招募商家做代理商，而这种小规模的零售商在大

多数国家的任何角落里都可以找到。尽管使用现有的网络意味着很快就能有不

少分支机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方法达到的覆盖面是最窄的28。零售

连锁商店都有确定数目，很难为了无网点银行业务而增加商店。而且，零售连

锁店一般都位于城里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在贫困的城区和农村地区，都是一些

非正式的商店占据主导地位。

现有的分销体系可以提供更宽的覆盖面。电话卡或快速消费品分销体系在每

一个村庄都有机构。服务提供商必须要认识到代理商网络的覆盖面是产品成功

的重要因素。例如，如果要提供国内汇款服务，就要求在汇出款项的地方（通

常是城市地区）要有代理商，在收取汇款的地方（通常是农村地区）也要有代

理商。但是，如果只是提供账单付款服务，则可以只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城

区有代理商即可。

服务提供商可以牺牲一部分对代理商的控制权，换取短期内的营运准备的充

分性或代理商覆盖面。代理商网络的某家商铺很可能受到总部的有效控制，品

牌和监控等事务得到严密管理。而服务提供商对整个网络的控制力或影响力很

小，因为银行的产品只是代理商销售的数百种产品之一而已。而且，一旦该产

品融入到代理商网络中，网络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Correios（巴西邮

政）可以为其邮政银行服务向巴西的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布莱德斯科银行争

取到60%的佣金涨幅。另外，服务提供商对那些与客户直接打交道的售货员没

有任何影响力，无法提供特别奖金或者激励措施让他们发展更多客户，也没有

能力提供培训或对他们进行监控。服务提供商可能对现有的分销系统具有更大

28 巴西与众不同之处：有6000家邮局和将近10000家彩票销售点作为银行的代理商，遍布全国，

包括农村和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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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并且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对他们的培训和佣金等。但是，如果分销商

不优先推销银行产品的话，零售商也不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项业务中来。

从无到有建立代理商网络可以让服务提供商对代理商的选择、培训和佣金拥有

最大的控制力。小型的代理商的议价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代理商发现代

理条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相对以上另外两种模式，他们可能更容易退出代理

业务。

确定使用哪种模式主要看所在的市场、服务提供商的内部资源以及产品。例

如，如果会有竞争对手很快进入市场，速度是核心因素，那么服务提供商可能	

就会利用现有的零售连锁网络。如果时间压力不是很大的话，服务提供商可能

会倾向于选择一种较慢的路径来建立代理商网络，如采取从无到有的方式，	

这样最终对代理商会有很强的控制力。如果是很新的服务，并且服务提供商	

（例如印度的EKO和FINO）市场营销资源有限，那么可能就希望代理商训练	

有素，并且有直接的动力发展新客户。如果产品很受欢迎，为众所知，那么服

务提供商可能就只需要能销售产品的商店，而不需要专门的推销人员。

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质量和成本。服务提供商希望有最好的代理商，能提供

优质的客户服务，保持适当的流动性以及有动力销售其产品。另外一方面，现

有的网络控制严密，有现成的监管人员进行监控、解决困难。流动性管理应该

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网络（如超市或邮局）的员工平时只是进行简单交易，

并不擅于销售服务或按照服务商要求的水准与客户打交道。服务提供商也不能

给一线员工支付佣金以激励他们销售银行产品。小型的代理商监控起来比较困

难，并且有流动性管理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更有动力销售银行产品。

如果按照每笔交易来计算的话，使用现有的网络通常是最贵的一种选择。例

如，经营着巴西邮政银行服务的Correios，每笔交易拿到的佣金是0.97美元——

在任何国家都是最高水平。但是，同样一家银行，布莱德斯科银行只付给其独

立的小型代理商每笔0.1美元。表面看来，使用现有的网络是最昂贵的。但是，

这不是全部的故事。Correios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其他成本—培训员工、监控质

量、在全国各地运送现金。所以，除了交易佣金之外，布莱德斯科银行不需要

为巴西邮政付出很多成本。另外一方面，布莱德斯科银行需要雇佣其他公司来

管理独立代理商，需要更多的内部资源培训和监控这些代理商。这里所说的经

验就是，服务提供商在比较三种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所有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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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案例：M-PESA结构的演变

M-PESA的经验重点反映了代理业务的动态特性以及网络架构如何随时间变化而

调整，说明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来保证代理商网络的增长要与客户拓展同步，同

时要为代理商提供一个可行的业务模式。M-PESA在选择和控制代理商方面经历

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不断发展变化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战略是M-PESA现在有

一个控制严密的代理商网络的主要原因，这样一个控制严密的网络可以保证客

户体验的一致性。

第一阶段（从2007年3月到12月）：当2007年3月份刚开始推出M-PESA的

时候，Safaricom遴选了400家最大的电话卡分销商作为其代理商。在最初的

几个月中，Safaricom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市场推广和客户拓展活动。活动很

有成效，到2007年12月，Safaricom共招募了1200家代理商。这些大多数都是

Safaricom的规模比较大的电话卡销售商，每个销售商在城区和农村都至少有10

家以上的网点。在2008年初期，Safaricom开始允许小的电话卡销售商做代理

商，并与所有的代理商直接签署合同。在此期间，Safaricom请肯尼亚的市场营

销公司Top Image来帮助它做培训和监控代理商是否遵守其有关流动性管理、客

户拓展以及其他影响客户体验的相关规定。

第二阶段（2008年初到2009年末）：到2008年初，Safaricom开始意识到越

来越多的代理商与第三方签订二级代理商协议，允许他们按照代理商的M-PESA

协议内容进行经营，代理商通常会将20%-30%的二级代理商佣金留为己有。一

些有几家二级代理商的企业开始把他们自己称作“汇总网点”。这种安排吸收

了一些不满足Safaricom标准但是又想做代理商的商家。随着代理商网络迅速扩

大到各种零售商，M-PESA开始从这种自发的安排中获益。

据报道，Safaricom是默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因为它担心Zain的Zap会夺去	

部分代理商。M-PESA的代理商地点增长到10000多个，其中二级代理商超过

50%。随着网点数量的增长，Top Image在迅速扩张的网络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质量控制功能。随着更多的小型代理商加入，需要有更多、更简便的方法

来补充现金和电子货币充值；Safaricom开始使用银行作为超级代理商来为代理

商服务，Safaricom则将付给超级代理商1%的佣金。

但是，由于代理商和二级代理商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网络

的很大一部分脱离了Safaricom的直接视线和有效监控。这种安排导致一些问

题的出现，包括充值不足、网点给客户的感观不好、商店的店员没有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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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遵守反洗钱程序）等。所有这些都给M-PESA的品牌带来了风险，继而给

Safaricom的品牌带来风险。更有甚者，有些汇总网点竟然从二级代理商那里克

扣了50%的佣金。到2009年中，Safaricom决定进行转型。

第三阶段（2009年末到2010年中）：在第三阶段，Safaricom加强了对代理

商网络的控制。它正式承认了汇总网点的地位，规定他们最多只能从二级代理

商那里分20%的佣金，并且要求汇总网点承担更多的对二级代理商培训和监控

的任务。Top Image和其他服务商继续担任培训和监控代理商的主要责任，但汇

总网点可以逐渐更多地分担这些责任。Safaricom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二级代

理商与Safaricom直接签署代理协议，从而改变了二级代理商目前的地位。尽管

这对Safaricom来说意味着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汇总网点与二级代理商之间的

佣金分成的种种差异造成了代理商的不满，M-PESA意识到必须监控代理商，确

保客户满意度的稳定，同时清除那些不能达到最低标准的代理商。M-PESA的代

理商一直在持续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了21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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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六个部分来指导服务提供商选择和管理代理商，具体如下：

5.1 选择代理商。服务提供商应当依据服务的性质以及希望代理商做些什么来

仔细考虑需要什么样的代理商。服务提供商应当对申请程序有一个平衡的

考虑，既要能够充分考察潜在代理商，同时又不要让整个程序耗时太长。

5.2 代理商开业。服务提供商为代理商设计代理协议，明确谁来安装和维护设

备，谁来确保代理商得到有效培训。

5.3 给代理商支付佣金。除了确定支付给代理商的总金额之外，服务提供商还

需要针对如何支付代理商回答至少五个问题。

5.4 管理流动性。服务提供商应当确定谁来提供资金，以及如何进行既重要又

耗时费钱的补充资金工作。

5.5 持续监控与管理。有效的监控是确保客户体验一致性的关键要素。

5.6 减少欺诈、盗窃和滥用权力的影响。服务提供商必须明白服务中存在的脆

弱点，并且要找到防范方法。

服务提供商及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必须决定选择、培训和监控代理商的办

法。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明确这个市场上怎样做最

有效，服务提供商也就可以找到最佳的策略。本章带领读者分析六个关键的问

题，并使用了多种案例来说明可以有哪些选择。

5.1. 选择代理商

一旦服务提供商已经确定了核心服务以及目标客户，就可以考虑需要什么样的

代理商了。在设计阶段，选择代理商的战略思考，是和收入来源及分配的决策

同步进行的。

5. 管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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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代理商的品质

服务提供商需要仔细考虑代理商需要具备的品质。这在业务刚开始的时候尤其

重要，在这个阶段，代理商既要销售客户从未体验过的无网点银行服务，还要

代表无网点银行服务的品牌。

除了量化的技术指标外，代理商（尤其是开始阶段的代理商）应当渴望开展

更多业务并且热衷于尝试新产品。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了解当地情况并且有当地

关系，在代理商的选择过程中应当发挥关键的作用。表10列举了服务提供商在

考察潜在代理商时应该考虑的9个品质。

表10：潜在代理商需要的品质

品质 说明

1. 有能力保持足够
的现金和电子货

币余额

大多数服务提供商规定代理商手头必须持有最低限额的

现金和电子货币。服务提供商需要研究一种方法来评估

商户当前的营运资金水平。一些国家的商户不愿意泄露

这些信息，因此，服务提供商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来

判断商户是否有足够的营运资金来保持所需的现金和电

子货币余额。但是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例如，	

巴西的代理商就不需要电子货币。

2. 现有的消费群体
与目标客户的重

合度

现金准备充足、营业场所高度安全的商户并不一定适合

为目标客户提供服务。一些高档购物中心的零售商店可

能并不希望提供吸引低收入客户的服务。理想的情况

是，商户当前的消费群体正好就是银行服务的目标客

户，所以商户集中精力挖掘当前的消费群体就可以了。

3. 年龄、教育背景
和从业经验

年龄、教育背景以及从业经验（做生意的年限）标志着

业主的成熟度及能力，是否能进行适当决策，确定业务

的最佳产品搭配。

4. 战略布点 商铺应当设在繁忙的人流密集之处，如市场、公交车站

附近或人群聚集的地方。这样可以最大可能地发挥品牌

和营销的效用，并能带来最大的成功机会。另外，服务

提供商应当将代理商的营业地点与其核心服务相匹配。

如果核心服务是汇款，代理商营业点就必须设在汇款走

廊上靠近“汇款人”和“收款人”的地方。

（接下页）



54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品质 说明

5. 毗邻银行和	
自动取款机

如果代理商需要自己补充现金和电子货币，那么离银行

的网点或自动提款机近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

这减少了他们运送现金的时间和成本，使他们有更多的

时间照顾生意。这在农村地区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

在城市里则可以考虑。

6. 社区信任度 让潜在客户相信这种新式服务可靠并值得信赖，代理商

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本身就必须值得

信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应当与社区成员进行对话，

了解商户的信誉，以及商铺在当地经营的年限。在印

度，FINO会走访村委会征求对潜在代理商的意见，	
因为社区内的信任在印度农村尤其重要。

7. 业务活动 理想的是，一家商店现有的业务水平应当与未来无网点

银行产品相关的业务旗鼓相当。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每一

名顾客在服务点所花费的时间长短。如果客户仅仅是购

买电话卡或者可口可乐™，那么在服务点所花费的时间

不超过一分钟，商户也就没有时间向客户介绍无网点银

行的产品。有些商户可能不愿意向客户解释或者积极地

销售任何产品。但是，如果是药店，客户会询问一些关

于药品的问题，那么服务的时间可能就有几分钟，这样

的商店更容易成为一家好的代理商。另外一个指标是要

考虑现有的顾客流量。应当现有的客户流量较大，这样

才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潜在客户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

商店一直顾客盈门，那么商家就没有什么愿望投资一个

耗费时间的新产品。

8. 员工素质 帮助客户使用新产品，填写监控等表格都需要商铺员工

发挥重要作用。商铺员工应当受过教育并且善于算术。

9. 商家销售新产品
的愿望和动力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商家个人应当对于销售新产品很兴

奋，并且相信这个新业务概念。商家如果仅仅是由于	

分销商的压力而上阵，对于这种产品并无兴趣的话，	

那他们很可能很快就退出了。这很不容易确定，但是商

家应当表示愿意参加会议和培训，以确保该产品能成功

推出。

表10：潜在代理商需要的品质（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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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必须要开发自己的系统，根据所在市场最需要的品质来遴选代理

商。提供商必须首先了解商铺在市场中的业务水平、平均利润以及是否有其他

比较赚钱的业务。只有理解了商户在市场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供商才能建

立一套遴选代理商的标准。附录2中有两个对商铺进行访谈的问卷供参考。

代理商申请程序

在代理商申请过程中，服务提供商需要收集有关潜在代理商的信息才能决定是

否录用。服务提供商可能希望得到全面信息——例如六个月的银行账单和财务

报表，但潜在的商户可能觉得提供这样的信息太困难，成本太高。服务提供商

需要明白，应当快速地发展代理商，如果门槛太高，那就只有富裕的商户才有

资格。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过程太容易、太快的话，服务提供商可能把那些

不想真心做好生意的人招进来。当Zain的ZAP最初在肯尼亚建立代理商网络的

时候，确定了一个非常低的代理商选择标准（有60美元的电子货币余额，并且

不需要执照）。结果，ZAP很快就建立了庞大的代理商网络，但是大多数代理

商没有足够的资金，只是想赚取短期利润而没有长期的业务发展战略。一个良

好的申请程序应当能够发现那些混事的商家，但是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给

低收入地区的代理商有胜出的机会。

专栏5：EKO的代理商打分体系

EKO在印度开发出了一套打分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对潜在的代理商进行量

化打分，挑出来具有潜质的代理商。它使用了13个标准（例如，年龄、教育

背景、商店的地理位置等），并且针对农村和城市的代理商开发了不同的打

分系统（从0到4）。例如，一个标准是客户流量。潜在的代理商如果其商铺

中客流过少或过多都会得到低分——每天少于50名客户或者每天多于300名

客户。如果他们每天有51-150人，那么他们就可能得到一个中等的分数，	

如果他们每天能有151-300名客户，他们就能得到一个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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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列举了印度的EKO和肯尼亚的M-PESA从潜在代理商那里索要的	

文件。M-PESA比EKO要的文件要多很多。附录3包括了代理商需要提交给巴西

电信的申请表。

专栏6：代理商申请人需要提交的文件

EKO（印度）

1. 完整的EKO代理商申请表

2. 地址证明

3. 身份证明

4.	永久性账号卡（用于支付税款）证明

5. 最近六个月的银行账单

6. 三张护照用照片

7.	银行活期账户证明

M-PESA（肯尼亚）

1. 备忘录和章程副本

2. 经公证的增值税或公司所得税完税证明

3. 公司情况和业务计划

4.	店铺名单

5. 公司成立证明

6. 正式股东声明

7. 公司董事的身份证副本和护照用照片

8. 重要员工的身份证副本

9. 完整的M-PESA代理商申请表

10. 每个店铺的业务许可证

11. 至少六个月的交易记录，如六个月的公司银行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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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代理商开业

合同：就职责分工达成一致

一旦商家被选为代理商，就必须要与交易提供商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签署	

合同。如果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与代理商直接签的话，那么代理商管理人还要

与服务提供商签署另外一份合同，很可能要对其选定的代理商的绩效负全责。

附录3中有两个合同样本。代理商合同中的共同要素包括代理商的职责、服

务提供商应支付的佣金数量、支付的时间等。例如，许多合同包括以下内容：

•	账户与电子货币余额。即代理商手头必须持有的现金和电子货币余额。	

另外，合同规定由哪方负责补充现金和充值。

•	客户服务。有些合同规定，无论如何都要给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客户需

要的某种产品，代理商应当给客户介绍附近的代理商。

•	品牌和营销。大多数服务提供商对于商铺中必须要明确摆列的内容有明确的

要求——价格表、代理商身份标志和品牌。交易提供商把这些信息给了代	

理商，代理商就必须要陈列出来。

•	客户识别。合同还可以列出“了解你的客户”的相关规定以及代理商识别客

户的职责。

•	排他性。目前，大多数服务提供商要求他们的代理商必须是独家代理，不能

同时给其他家无网点银行做代理商。

•	其他内容。其他要求可能包括最短营业时间、为客户保密，每月缴纳保险费等。

服务提供商必须详细规定，为各种交易向代理商支付的佣金数额、支付时间

和支付方式。

安装设备

合同签好后，就要给代理商安装所需要的设备。当通过手机提供服务时，大多

数服务提供商希望代理商自己解决手机问题。但是，有些服务提供商使用额外

的设备。在“支付易（easypaisa）”中，为了达到“了解你的客户”的严格	

要求，代理商需要在客户登记时使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和数码相机。	

“支付易”给代理商提供这些设备。大多数使用手机的服务提供商不要求额外

的设备，但会要求代理商使用他们自己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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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网点银行业务中所使用的POS机具非常昂贵；银行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负

责提供设备和进行维护。印度的FINO要求代理商支付100美元的保证金（存在

银行账户中，并且有利息），以防POS机具被窃或丢失。在巴西，还给代理商

配备了条形码读码器来扫描账单。总体来说，POS机系统是非常昂贵和复杂的

（尤其是和手机相比），并且主要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负责设备维护和培训代

理商如何使用设备。

培训

最后一步就是要对代理商应当承担的职责进行培训。培训既可以在代理商的店

铺中进行一对一的培训，也可以把代理商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培训。在代理商处

进行一对一的培训可以保证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是，很可能会经常受到

打扰。把代理商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培训可以在代理商中建立一种归属感，确保

他们集中注意力。但是，对代理商来说关闭商铺、长途旅行会是花钱费时的一

种选择。

成为一名代理商所需要的技能与成为一名银行出纳所需要的技能是相似的。

代理商就是交易提供商的门脸。

培训的一些内容包括：

•	代理商的职责和合同义务

•	“了解你的客户”的相关法规和客户注册的要求

•	如何进行交易

•	解决问题的技术/设备

•	客户关系管理

•	欺诈识别和管理

•	簿记和记录

•	现金和电子货币管理

•	消费者保护法规

通常，开始时培训会比较集中。如果有后续的培训，通常也都是针对产品特

性的变化而推出的。和代理商管理的其他要素一样，培训的内容、长度和培训

方式会根据当地的情况而调整。表11罗列了FINO、GCash、M-PESA和巴西电

信所使用的培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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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代理商佣金

这一节将讨论服务提供商在设定代理商佣金时应考虑的五个问题。

怎样在拓展客户和交易佣金之间取得平衡?

如前面所讨论的，代理商在开始提供服务的最初几个月里，客户数目还很少，

因此最容易退出。有鉴于此，建议按照新拓展客户的数目给予代理商奖励；按

照这样的程序，代理商将随着交易量的增长而具有稳定的收入流量。服务提供

商必须要平衡好新发展客户所支付的佣金与后来按交易量所支付的佣金之间的

结构。如果结构不合理的话，代理商可能会发展很多客户，但是这些客户却从

来都不进行交易。应当有效激励代理商发展那些能够经常做交易的客户，并且

表11：FINO、GCash、M-PESA和巴西电信的代理商培训

服务提供商 代理商培训

FINO，印度 FINO对代理商进行集中分组培训。目前，初级培训是一
整天；一个为期三天的初级培训课程正在开发中。初级

培训之后，FINO的员工一个月要进行两次培训。但是，
在实践中一般是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培训，讨论产品或服

务的变化。所有的培训都分组进行。

GCash，菲律宾 直到最近，菲律宾中央银行一直要求所有的代理商集中

到马尼拉参加关于汇款的专门培训课程。这种做法花费

很高，并且限制了做代理商的商户数量。中央银行最近

放松了这一要求，GCash正在开发一个可以直接面向代
理商的短期培训课程。

M-PESA，肯尼亚 M-PESA将培训外包给Top Image等第三方。Top Image
开发了一个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六小时培训模块。在接受

了最初的培训之后，所有的代理商都要参加一次考试。

如果考试未能通过，Top Image的员工将对代理商进行进
一步培训，直至其能通过考试。

巴西电信 代理商在自己的商铺里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POS设
备的使用，这是因为代理商既不负责销售，也不需要向

其客户展示产品。因此，培训非常实用，能够在商铺里

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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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鼓励这些客户进行交易。越来越多的服务提供商开始采用当一个客户

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交易之后才给代理商支付客户拓展佣金的方法。例如，坦

桑尼亚Zain的ZAP，新登客户佣金为1美元，在客户登记确认之时只付给代理

商三分之一的佣金，剩余的部分要到客户在六个月内做了至少五笔交易之后才

支付给代理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服务提供商应当考虑调整客户拓展

佣金与交易佣金之间的结构。最初的时候，代理商应当能够因为招募到新的客

户而得到丰厚的佣金，因为这是代理商的主要收入来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就可以降低客户拓展佣金，而代理商应该集中精力鼓励客

户多做交易。

代理商的哪种交易应该获得报酬？

代理商只要提供服务就应当获得报酬，而不管是否向客户收费。例如，如果客

户存款免费、取款每笔收费一美元的话，代理商可以每笔存款收费0.5美元，每

笔取款收费0.5美元。这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总成本并没有增加，客户的取款费

用完全可以覆盖代理商的所有佣金。但是，通过给存款支付佣金，服务提供商

确保代理商有相应的动力去处理各种交易。有些服务提供商对于客户取款业务

给代理商支付更高的佣金，这样代理商就有动力在手头保留足够的现金。基本

原则就是代理商提供任何服务都应获得报酬。

怎样计算佣金

代理商的佣金可以按照每笔交易付给一个固定金额的费用，也可以按照交易金

额收取一个比例，或者按照一个档次收取固定金额的费用（见专栏7）。通常，	

专栏7：支付佣金的新方法

哥伦比亚一家服务提供商正在试验用一种按档次支付佣金的制度，按照	

交易数量的不同，每笔交易的佣金额都是不同的。如果只有很少的交易	

（5笔或更少），那么代理商的佣金就是每笔交易0.08美元。如果交易非	

常活跃（一天超过25笔交易），那么佣金就是每笔0.15美元。按照这种	

方法，收入曲线会很陡峭，代理商一旦交易量很高的话，其每笔收入就能	

翻番（佣金的笔数增加，每笔交易的佣金也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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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代理商佣金的方法与代理商收取客户的费用的方式是一致的（如，如果

对客户按照档次收费，代理商就按照档次收取佣金）。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	

（见表12）。

总的来说，按照档次支付佣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服务提供商可以此激励代

理商为各种客户服务，不论交易额高低。

表12：计算代理商佣金的方法

计算方法 优点 缺点

按照存款/取

款金额的比例

易于理解 代理商不愿做金额小的交易。

例如，如果代理商按照存款

交易的1%提取佣金的话，那

么他们如果做一笔500美元的
存款，或者100笔5美元的支
付，所获得的佣金额都是一样

的，即5美元。很明显，后者
意味着大量的工作量，代理商

可能就拒绝小金额交易。

固定费用 非常易于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提供商没

有动力去做大额的交易。如上

面例子所示，如果代理商每笔

交易不管金额大小固定获得

0.1美元的话，他做100笔小额
交易就能挣10美元，但是如
果一笔大额交易的话，只能挣

0.1美元。

按照档次支付

佣金

每一个档次支付固定的佣金额

（如，少于2美元的取款每笔
交易收取0.1美元，2美元-4美
元的取款每笔交易收取0.2美
元等），服务提供商为大额交

易付更高佣金，但佣金比例并

不高。提供商为小额交易提供

不错的盈利，但是要使代理商

有动力就必须要为大金额的交

易支付更高的佣金。

这种方法对于代理商来说是很

难迅速理解和记住的。代理商

可能会鼓励客户将交易分成几

个小额的交易，这样代理商就

可以拿到更多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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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当允许代理商决定向客户的最终收费？

有些服务提供商，如坦桑尼亚Zain的ZAP和菲律宾的GCash允许代理商参与	

收费价格的确定。代理商和客户拿到一个价格标准（可能是按表12中介绍

的按比例、按笔数等任意一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但是最终的价格都是谈判	

的结果。这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就比较简单了，意味他们无需计算佣金的	

费用或者与代理商进行结算。这样也可以运用市场的供需力量来解决第1章	

提到的问题，例如，农村的代理商比城市代理商的成本更高，花费时间更多

等。鉴于业务费用较高，而且竞争也比较少，农村代理商的收费可以提高。	

当代理商自己确定价格的时候，他们既可以考虑到本身的业务模式，也可	

以考虑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也许比起集中模式，更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	

价格。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有些客户不想每次做交易的时候都要讨价	

还价。客户有自己的交易计划，但是如果代理商当天确定的价格很高的话，	

有些交易计划是不可行的。代理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因此也不可能	

确定理想的市场价格。面对亲戚朋友，他们可能放低价格，遇到危机时可能	

又漫天要价。也有可能代理商确定的价格不公平，从而损害服务提供商的	

名声。

应该多久给代理商支付一次佣金?

最后，服务提供商应当考虑如何给代理商支付佣金。M-PESA的代理商习惯	

于由汇总网点给他们支付佣金。“汇总网点”不仅会从佣金中克扣比例不	

等的金额（有时会达到30%），而且也不按时给代理商支付佣金。这对代	

理商来说是一个主要的不满原因，并且他们搞不清问题到底是出在汇总网点	

还是出在Safaricom本身。Safaricom现在直接给代理商支付佣金，每月一次，	

按时支付。尽管情况有了改善，但是许多代理商还是搞不清楚佣金是怎么算	

出来的。他们发现一个月下来，他们很难根据交易情况计算出应得的佣金	

额来。

印度的EKO开发出一套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每天，EKO都要给代理商发

短信。短信记录了新发展的客户数目、存取款的笔数和金额以及每天代理商所

赚的佣金额。这样代理商每月都可以跟踪自己的佣金收入，有了问题可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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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哥伦比亚的AV Villas每次发生了一笔交易马上就把佣金付到代理商的电

子钱包中。

5.4. 管理流动性

任何无网点银行要想成功，客户必须能够随时随地可以拿到现金。代理商必须

有一定金额的现金（以及电子货币余额）开始其业务，并且必须要持续地补充

现金和电子货币。这是代理商管理中最重要的方面。持有业务专用资金以及不

断地补充现金是非常费钱费时的工作，服务提供商必须要确保负责此项工作的

一方要有相应的收入。

初始资金

第1.1节阐述了对于小型商户来说投资一大笔钱从事无网点银行是有难度的。初

始金额必须足够大，这样业务区内客户光顾店铺的时候就能得到可靠的服务，

而无需代理商一天往银行跑10次。但是，如果金额太大的话，很大一部分可能

会闲置，那样资本回报率就会很低。计算所需的初始资本是评估对代理商业务

模式影响的第一步（见专栏8）。

专栏8：计算代理商所需资本

初始资本包括代理商开业所需的流动性和一次性投资。后者包括改造营业场

所，以满足服务提供商对于营业场所的感观和安全性的要求。这在巴西和肯

尼亚都是很常见的。

初始资本 =

流动性要求

+
一次性投资

（如，安全设施的改造，业务许可证）

（与平均交易量、平均交易额、

存取款余额和最高交易金额有关）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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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使用了很多方法来计算初始资本。有些服务提供商把这个任务

交给代理商。在肯尼亚，M-PESA将门槛定得很高，因为很多商家都想做代理

商，他们预想的资本回报率很高。而另外一些服务提供商则负责筹集、支付和

管理流动性，代理商无需为此操心。这意味着成为代理商是一个无成本的机

会，因而有助于招募和留住代理商。当然，服务提供商将一些成本打进自己的

损益中，给其收益也带来了压力。当然，这也不一定就不能做。在巴西，代理

商无需自己投入资金，因为大多数都是支付账单的现金存入交易，银行将代理

商收到的资金记做负债（应付账单收款方资金），意味着代理商在使用银行的

资金。银行通过保险的方式防止偷窃和其他损失，并且对代理商手头所持现金

专栏8（接上页）

计算流动性需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需要服务提供商了解四个因素，

或对其有准确的估计。头两个因素是平均交易笔数和平均单笔交易额，合起

来，就是每天的交易总额。

第三和第四个因素都是重要的限量。第三个因素是存款与取款业务之间

的平衡程度，对流动性影响很大。比如，有两个代理商，每个代理商每天做

100笔交易，每笔交易的金额都是1美元，一共是100美元。一天营业终了，

每个代理商都要去补充现金或电子货币。如果第一个代理商只做取款业务，

那么代理商手头就要有100美元的流动性（手头现金），以满足客户每天取

款的需求。而第二个代理商做了50美元的取款业务，50美元的存款业务。

所有的交易都是1美元，并且在一天中每笔交易都是均匀分布的，代理商实

际上只要手头保持1美元的流动性就可以应付了，因为取款被存款抵销了。

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存款和取款交易分布的越平衡，代理商所需

要的手头现金或电子货币就越少。

但是，交易肯定不可能都是同等金额的，也不可能在一天中是均匀分

布的。这就产生了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因素，最大交易额。服务提供商无

需预测代理商要进行的每笔交易的规模——只需预测每次充值之间的几

笔大额交易即可。这些大额交易会消耗代理商手头所有的现金或电子货

币。Safaricom的常规做法是把前一天的存款、取款金额乘以1.5，来确定第

二天的现金和电子货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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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严格的限额，超过了就必须要存银行。总之，2009年巴西的银行通过

70000多家代理商处理了超过1050亿美元的账单，表明这个体系的运行还是相

对不错的。

其他选择包括与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给代理商提供利率合理的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以未来所获的佣金作为抵押。开业之后，服务提供商应当密切跟踪代理商

的实际资金需求。服务提供商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需要采用电子或人工机制，

监控代理商是否遵循了关于流动性管理的要求。例如Safaricom请Top Image的

当地员工每隔半个月就去实地检查一次。

图22显示了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对初始资金的不同处理方式。

平衡现金和电子货币余额

一旦代理商有了初始的现金或电子货币余额，他们就要定期地补充。理论上来

说，从客户收取现金的金额应当与其他客户提取现金的金额相平衡。但是，	

在现实中，这很少发生。相反，现金存取余额带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通常城

图22：谁来提供初始资本？

代理商
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协助

服务提供商

提供贷款

使用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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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初始资本的提供者 交易提供商 代理商

代理商提供所有的

初始资金。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可提供贷款作为初

始资本。

服务提供商可以借

钱给代理商作为初

始资本。

代理商用服务提

供商的资金进行

交易。

在阿富汗，M-Paisa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通常会借钱给代理

商作为初始资本

（作为回报，佣金

分成为50%，而非

30%）。

在哥伦比亚，AV 
Villas给代理商提

供无息信贷额度。

巴西的代理商和印

度的FINO代理商

都是这么做的。

M-PESA的代理

商需要提供合计

1250美元的资

金，包括现金和

电子货币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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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代理商（汇款方）现金存入交易多，而农村的代理商（收款方）现金取出

交易多。这种平衡也会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如节假日、庄稼栽种季节都是

现金流出高峰。M-PESA的代理商每天都要补充现金或充值，有时甚至一日数次

（Eijkman, Kendal and Mas 2010）。农村市场中的代理商每天充值；城区中

的代理商每天进行1-1.5次充值，在一些城市中心的代理商则每天进行2-2.5次的	

充值。每次充值都意味着要跑一次银行。有些代理商雇佣全职的员工专门运送

现金。M-PESA的代理商被形容为“现金护送专家”。代理商补充现金或电子货

币的风险与成本有赖于三个因素：

1.	充值频率（与营运资金的数额、现金存取情况以及对资金限额有关）

2.	市场上银行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影响代理商去银行的路途远近和交通成本）

3.	市场中的偷盗/安全风险。

但是，不是所有的代理商都要负责充值。M-PESA按照交易金额的1%给银

行支付费用，由银行作为超级代理商，通过其分支网络为代理商提供充值服

务。FINO员工负责给代理商的账户充值，并且FINO找当地的居民（超级客

户）提供资金，每月付给超级客户一定费用。巴西银行给代理商提供互联网工

具，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地用个人和公司账户转进转出资金了。巴西银行愿意

更多地承担流动性管理的成本，因为他们认为代理商对于扩大其服务的全国覆

盖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既缓解了银行网点的拥挤，又能吸引那些中低

收入人群常去的商店加入进来，中低收入人群消费在未来10年将是一个主要的

增长点。巴西银行偶尔愿意承担运钞车的成本——通常这些代理商为减少附近

分支机构拥挤程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的易付宝（Easypaisa）认为充值服务为他们的代理商带来了便利。	

所有的易付宝代理商都是销售电话卡的零售商。在有易付宝之前，零售商必须

要等特许加盟商（分销商）光顾或自己去购买电话卡。现在，零售商有了手机

钱包，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用电子货币购买电话卡，非常灵活方便。代理商的

成本和风险必须与他们的收入相匹配。图23所示，供应链中任何一方都可以承

担充值责任。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gm/document-1.9.43620-Bridging_%20the_ca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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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持续监控和管理

代理商网络应该为客户提供可靠、稳定的服务。尽管城市里的代理商或许看上

去与农村里的代理商有所不同，但理论上说，他们是以同样的价格、相似的服

务水平提供同样的服务。银行或者其它公司在监控其经销点时，能够很容易就

确保每家经销点拥有相同的内部装潢、家具以及员工水平。而在一个由独立代

理商构成的网络中要达到这种程度的控制却难得多。成功的服务需要严格遵循

基本标准，才能实现客户体验的一致性。通常监控都结合了以下两种手段，一

是面对面的现场考察，二是借助一些技术手段以及管理信息系统。

服务提供商需要仔细考虑由谁来承担监控代理商的职责。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经常会负责某些特定领域的监控工作（比如对流动性的监控），但一般而言不

会领导代理商监控的整体工作，尤其是确保客户体验一致性的工作，后者通常

会由内部的专门部门负责，或者外包给一家独立公司。应当建立一支专门的团

队来负责监控无网点银行业务。还有一些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是电话卡或者快速

消费品分销体系。但是，对于无网点银行业务的监控要求远比对电话卡分销体

系之类业务的监控严格，需要有经过培训的专门团队来负责。

图23：补充现金和电子货币的责任

代理商，

其他方提

供支持

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

服务提供商

代理商
•

•  

•  
 
 

•  
 
 

在巴西，许多代理商对充值负全责，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

个人安全成本。大多数代理商至少每天要去一次银行网点充值。

M-PESA 的代理商负责充值，但是超级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提供支持。超级代理商是具有专门设施的银行网点。有些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很积极地提供一些额外的充值点，并对流动性进行监控，

有的则不然。

在印度，代理商网络管理商FINO全权负责充值。由全职员工亲自到

代理商那里取送现金。这样代理商就可以呆在自己的店里不用亲自

跑银行了。

在哥伦比亚，银行AV Villas将充值的工作外包给一家保安公司。

成本高，但是非常安全，而且为代理商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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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察

现场考察是确保代理商遵循服务提供商要求的最好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昂贵，

但可能是探明代理商是否遵循服务要求的最好方法。M-PESA从一开始就理解客

户体验一致性的重要，并且雇佣了Top Image定期进行监控考察。对于每一家代

理商，这种现场考察至少每两周一次。Top Image的业务开发代表（TDRs）有一

套专门的检查表，并遵循精确的程序。他们根据10条重要指标来评估每家代理

商网点。每条指标会被打分1（合规）或0（不合规）。业务开发代表能够迅速

算出总分，一旦发现某家代理商网点得分低于7，就会提出警示，并添加评论。

被考察的10个指标可以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指标是可得性，这组是考察最严

格的指标，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现金或者电子货币，顾客们就不能交易，当然

也就会很不高兴。第二组指标旨在考察

标准遵循情况，以确保代理商达到基本

的“了解你的客户”要求以及其它一些

标准。最后，M-PESA在营销的醒目度

方面也有一些严格的要求。

客户在辨识一家M-PESA代理商网点

是否真实时，一定程度上会看它是否一

直醒目展示其代理商编号、价目表以及

其它广告。如果上述物品中任一项没有

展示，或者已经破损，这家代理商就会

被打上一项不合规分。如果某家代理商

多次受到警示，M-PESA就会取消其代

理商资格。

巴基斯坦的支付易借助一家外部公

司来对其代理商进行季度审查。这家公

司会派工作人员深入每一家零售店检查

其广告和日志记录，以判断代理商是否

遵旨了正确的程序。如果代理商的做法

不合规，他们将去地区培训处接受再培

训。如果经过一到两次后续培训，代理

商仍然不能改进的话，其资格就有可能

被取消。

专栏9：代理商监控检查表

全国性的监控体系必须简单，以便

这一体系能够被所有人正确理解和

使用。M-PESA采用了一套只有两

个选项的简单打分体系——0代表

不合规，而1代表合规。这一体系

对以下10个方面进行评估：

可得性：

1. 电子货币

2. 现金

3. SIM替换卡

4. 日志

标准：

5.	助手

6.	“了解你的客户”条款

7.	簿记

醒目度：

8. 主题广告

9. 价目表

10. 代理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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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技术手段来监控代理商

尽管现场考察是确保代理商能够遵循服务要求的好办法，但考察成本高，	

时间长。现场考察的评估结果也会受到人为错误和欺诈的影响。有些服务提供

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已经投资于自动化的管理信息系统来帮助监控代理商的

表现。例如，巴西电信使用的一套管理信息系统使其能够在圣保罗总部对全国

各地的代理商的流动性头寸进行精确追踪。每天上午，员工只要浏览系统中的

代理商信息，就能立刻了解多少家代理商正常营业，多少家出现了技术问题，

多少家现金余额偏多需要尽快归帐等一系列信息。他们会致电有问题的代理

商，并远程解决大多数问题。Top Image对M-PESA的每家代理商每两个星期考

察现场一次——而巴西电信则每两个月才考察一次。

印度的两家服务提供商各自开发了专门的基于公共短信平台的技术系统来监

控代理商服务。FINO使用了一个由三部分构成的仪表板系统来监控现场员工的表	

现29。大区协调员在每个工作日的开始，或者去现场考察某一代理商之前，都会发

送书面短信来具体说明其到访的原因。FINO的员工在总部就可以看到每一个现场

员工、每一个区域、以及整个项目的表现情况。他们能够将现场员工按照表现分类	

（优异、良好、一般等），并根据这一结果采取相应的激励和报酬。这套系统也有

可能会遭遇欺诈，但其目标本身也并不是要得到完全无误的信息。发送短息这一举

动能够巧妙的提醒每一代理商履行职责。表现不佳的状况能够被发现。关键在于后

续的追踪和处理。FINO总部有几位专门的员工负责致电行为不良的现场员工。

印度的EKO也采用了一套基于公共短信平台的系统（5.3节中已经提到过），	

但主要为了以迅速及时、价格低廉、操作透明的方式向内部员工、代理商和代理商

网络管理商传递实现目标的进度信息。EKO的销售员工每天都能收到四条短信，从

中获知其完成目标的进度。这样员工和管理层都能迅速的发现任何偏离目标进度的

情况，并通过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进行后续处理。同时EKO的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每天收到短信，告知其当日所完成的交易笔数、总额，以及新开账户的数量。

这条短信上还包括当日已赚佣金的信息，代理商因此能够追踪和掌握其收入情况。

公共短信平台服务在印度很便宜，EKO每天发送2000条监控短信只花费5美元。

不论是基于人力还是基于技术的系统在对无网点银行业务的监控方面都能发

挥很好的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要简单，而且要专注于监控代理商业务的关键要

素，也就是那些能够确保客户体验一致性的要素。监控系统必须能够起到预警

作用，这样才能在客户体验恶化之前及时帮助那些未能遵守规定或表现不佳的

代理商走入正轨。

29 关于FINO仪表板系统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Krishnaswami, McKay, Rotman and Pickens (2010) 。

http://www.cgap.org/gm/document-1.9.43424/CGAP_-_Building_viable_agent_networks_in_Ind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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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减少盗窃、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影响

即使服务提供商能够很好地选择、培训和监控代理商，也会有诸如盗窃和权利

滥用这样的外部挑战。本节分析了这些挑战并且提供了一些如何应对的实例。

盗窃

本指南第1章简要介绍过盗窃对代理商业务的影响。一旦社区成员知道代理商

在店里保存大量现金，那么代理商就可能成为盗窃的目标。代理商在店里脆

弱，在店外就更脆弱，因为他们需要往返银行来管理流动性。这个问题的严重

程度在各个市场上也不一样。在印度，FINO的代理商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

村子收取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盗窃是一个威胁。因为代理商给村子里提

供的服务有价值，破坏这一服务的窃贼会受惩罚。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农村代理

商有同样的感受。但在巴西的城市，盗窃是非常切实的威胁。巴西93%的代理

商表示做代理商增加了被抢劫的风险，25%的代理商说在过去的三年中曾经

被抢劫过。实际上，大多数巴西的代理商即使手头的现金余额远远低于银行规

定的限额，他们也会及早存到银行里。他们觉得宁愿承担到银行存款的麻烦和	

成本，也比手持现金被抢要好。

服务提供商可以采取四个步骤来减少被盗的可能性和影响，在安全性与成

本、网络的覆盖面和代理商的便利程度之间做出平衡取舍。服务提供商需要评

估市场的安全风险以及他们对以上要素的取舍。

•	营业场所的安全要求。当选择代理商时，服务提供商可以对营业场所的安全

性做出要求，如在门窗上要加栅栏，安装玻璃把代理商和客户隔开等。

•	降低现金限额。服务提供商可以降低代理商所持有的现金的限额（尤其是当

代理商用服务提供商的现金进行经营的情况），从而降低被盗窃的风险（周

围人知道代理商手中没有多少现金），进而减少被盗造成的影响。但是，巴

西和肯尼亚的代理商已经平均每天去一次银行了。如果降低了所持现金的限

额，他们就要往银行跑更多趟。另外，在巴西，达到现金限额是很严重的问

题——代理商的POS机具会被冻结多达两天，每月的利润会降低79%（假设

费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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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运钞车。服务提供商或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以雇佣运钞车帮助运送现金。	

在巴西，有的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雇佣运钞车汇集现金，在哥伦比亚，AV Villas 

将现金汇集工作外包给一家保安公司。但是，这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选择。

大多数代理商无力直接购买这种服务，但是支付这种服务的提供商或代理商

网络管理商可能通过降低佣金，来转嫁部分运钞成本到代理商身上。巴西一

家代理商网络管理商Braz Valor报告，每天交易点的交易增加70%才能弥补

使用运钞车带来的成本。

•	购买保险。服务提供商可以购买保险或强制代理商购买。即使购买了保险，

代理商还是要为部分的损失负责。在巴西，他们平均承担540美元的损失，

相当于他们五个月的利润。即使这样，出于道德风险的考量，服务提供商也

需要关闭被抢劫的代理商的业务，尽快进行索赔。

欺诈和权利滥用

任何一个成功的体系都会吸引一些人从中非法渔利。在手机银行业务中，这种

欺诈行为可轻可重，轻者如代理商修改收费标准，重者如利用无网点银行体系

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

以下是进行欺诈的四种主要方式以及建议提供商采取的防范措施。

1. 洗钱。这主要是一个监管问题，服务提供商需要遵守本国的有关规定。理想

来说，均衡的监管规定既要有效又不要过于严厉，这样即使交易额很小的贫

穷客户，也能利用无网点银行体系。

建议：服务提供商一方面要遵守监管规定，另一方面要影响监管者制定有效

均衡的规则。

2.	欺诈客户。代理商会欺诈客户，尤其是在贫穷边远地区，客户受教育少，	

依赖口口相传而非纸面上的广告材料。代理商可能会假装为客户办理现金存

入业务，或者改变收费标准（或者要求用现金支付费用）。通常，使用密

码的银行出纳或无网点银行代理商会推荐客户使用一个简单的密码，大部	

分情况下，这么做出于善意，是为了给那些不熟悉此概念的客户提供便利。	

但一旦客户委托代理商代表他们进行交易，代理商利用这些信息从客户那里

盗窃资金，这个概念就非常危险。客户之间也可能发生欺诈。在肯尼亚有

一个上了新闻头条的案例，一个人得知他人密码后通过手机欺诈交易偷走了

1200多美元 （Kiplagat 2010）。

http://www.nation.co.ke/News/Man%20in%20court%20over%20MPesa%20fraud/-/1056/911168/-/2qe56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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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服务提供商可以对客户进行教育。客户需要理解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理解有些重要的信息，如密码等，是不可以告诉其他人的，知道一定要等

手机收到短信确认交易完成。除了代理商店铺的书面材料外，还可以通过广

播、海报、照片等其他形式对客户进行教育。服务提供商也可以设立电话呼

叫中心，客户可以打电话询问或对可能的欺诈行为进行投诉。应当采取一切

措施对那些被欺诈的客户予以赔偿，这有点像信用卡公司的政策，要进行核

实，但一般会先相信客户对于欺诈行为的投诉。

3. 代理商和客户欺诈交易系统。代理商和客户可以联合起来欺诈服务提供

商。一个方法就是将一笔交易分成两笔或更多笔小额交易。当佣金分档次计	

算时，客户有时这样做就可以省钱（例如，小额提取三次，而不是大额提取

一次）。如果代理费是按照小额而非大额的百分比计算，代理商也可以设法

将其佣金最大化。客户存款几乎是免费的，但是代理商的存款交易是可以收

费的，那么如果客户先为一笔存款支付费用，然后紧接着又取款的话，代理

商就可以拿到更多佣金。理论上说，他们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从客户的账户

中不停地存款、取款。然后他们之间把佣金和费用进行分成。

客户欺诈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把钱存到别人电话号码的账户中，这样客

户将资金“转帐”到另外一个人的电子钱包中，而无需支付转帐费用。

建议：服务提供商可以开发严格的管理信息系统来监控交易，当可疑交易出

现时就发出警告。管理信息系统必须通过一定的算法来识别欺诈行为，例如

那些由同一个客户在同一天内多次进行的同样的交易。系统也可以识别代理

商交易失败的情况——如果被试的密码很相似的话，可能是有人试图要回忆

起自己的密码。但是，当这些号码迥异时（如1111，2222，3333），很可

能就是有人要猜测别人的密码。

服务提供商也应当检查他们的定价和佣金计算方法，看有哪些是容易发生欺

诈的弱点。解决拆分交易赚取佣金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停止使用按档次定价的

方法。但是，这也有很多缺点（代理商因为做小额交易所获得的佣金太少，

或者因为做大额交易而获得的佣金太多），如果要使用分档次计算佣金的方

法就要很仔细地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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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或那些冒充的客户）欺诈代理商。代理商也会受欺诈、滥用权利

所害。与客户相比，代理商通常受过比较好的培训，因此不像客户那样很

容易被简单的圈套所欺骗。他们理解这个系统以及其中的保障措施（如从

M-PESA那里接受交易确认短信）。这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专栏10描述了肯

尼亚的盗贼如何绕过这些保障措施进行盗窃。

建议：服务提供商可以继续投资于代理商培训，因为这是防止欺诈和滥用权利

的最好防线。服务提供商应当考虑重新设计用户页面，以使服务提供商的信息

卓尔不群，不容易被模仿。这在普通的手机上是很难做到的。服务提供商应当

考虑补偿遭到欺诈的代理商。否则，代理商将会把手头的现金保留得很少，最

终会有损客户服务标准。

专栏10：精心设计的骗局

2010年2月，两个人冒充Safaricom的员工来到一家陈列着M-PESA的宣传材

料和Safaricom公司标志的M-PESA店铺。他们声称要进行审计，并用了几分

钟检查代理商的交易日志和电话。他们刚离开，一个老年人就进入店中要求

提取30000先令（大概370美元）。代理商收到了M-PESA的交易确认短信

后，把现金交给了老人。然后客户就离开了。当代理商接待下一位客户时，

发现电子货币余额显示少了30000先令。他打电话给代理商支持中心，却获

知没有提取30000先令的交易记录。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盗贼们冒充Safaricom的员工进入到代理商的手机电

话系统中，在联系人中加入由他们控制的名为M-PESA的电话号码。从这个

电话号码发出的短信就显示为M-PESA。“客户”就从代理商的商铺中给其

同伙发短信（假装要进行一笔交易），然后给代理商发短信，代理商就误

认为是M-PESA发来的交易确认短信。这样，看起来好像盗贼们都没有碰过

电话，但名为M-PESA的号码已经通过远程方式添加到了电话的联系人名录

中，如通过在短信中的VCard负载。

来源：Gmeltdown（2010）。

http://www.gmeltdown.com/2010/02/m-pesa-fraud-agents-be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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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系统进行欺诈有很多方法，并且服务越是成功，就有越多的人试图

从中渔利。服务提供商有一系列的步骤可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教育客户、

培训代理商、开发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对可疑交易进行预警是最有效的防范	

措施。

本章包括了从如何选择代理商、如何开始营业到如何对他们进行监控和管理

等很多话题。每个方面都与特定的市场和代理商的定位有关。服务提供商和代

理商网络管理商必须理解所在的特定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其他服务提供商

的代理商佣金结构或代理商选择指引。当所有的这些因素都经过细致考虑落实

后，代理商就很有可能为客户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同时也会对他

们自己的业绩表现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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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有效的无网点银行代理商网络没有统一的方案。但是，必须要系统性

地解决五个互相关联的挑战。整个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在设计阶段要深入

分析这些相关联的问题，在业务成熟过程中也要定期检查：

1. 为代理商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业务模式

2. 确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职责

3. 确保供应链中各环节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

4. 选择最佳的代理商网络架构

5.	选择、培训和管理代理商

为代理商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业务模式

代理商的责任决定了要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其获得的报酬也要相匹配。这些成

本和风险由三大类的九个因素决定：

•	职能相关因素：（1）初始资金；（2）流动性管理；（3）员工和商铺成本

•	外生因素：（4）安全性；（5）系统可靠性；（6）对核心业务的影响

•	时间相关因素：（7）开始营业时要有足够的收入；（8）与增长相关的主要

成本；（9）因为代理商太多而导致的需求分割。

这九个因素影响所有代理商，但是影响方式并不一致。代理商的盈利模式没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服务提供商必须要花时间来了解各自代理商业务模

式的特点。

确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职责

对于很多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来说，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帮助代理商网络迅

速扩大覆盖面以及为客户提供及时、一致的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服务

提供商可以选择如何构建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以下领域的职责：代理商开业，

建立代理商业务，在经营过程中不断调整无网点银行服务的业务战略。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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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供应链各环节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

无网点银行的代理商通常是供应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些环节交互作用，创

造了一个交易渠道。供应链如果要可持续的话，就要产生足够的收入，并在供

应链各环节有效分配以支持各环节的生存发展。无网点银行服务提供商应当对

整个供应链的财务流动进行建模分析，以便进行有效决策。

M-PESA在整个供应链中为各个相关主体创造了可观的财务成果，其收入主

要是来源于个人资金转帐业务。但是M-PESA的业务模式在所有的无网点银行中

可能是个特例。在大多数市场中，无网点银行服务不太可能如此快速的吸引大

量客户，因此单一产品支撑的M-PESA业务模式并不可行。不过，至少可以从两

个方面提高收入：

1. 加强交易渠道使用力度，收入来源多样化。让第三方运营商为客户使用交易

渠道来支付使用费用。

2. 在无网点银行供应链中的公司可以通过他们的核心业务增加收入。在有些市

场中，这可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根据相对保守的假设计算移动网络运营商

所取得的收益、银行通过为电子货币余额提供中介的收益、代理商增加的商

店销售收入，这些核心业务的收益可以占到全部交易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有

些市场中，这些间接的核心业务的收益对于无网点银行业务模式的可行性是

必须的。

选择最佳代理商网络架构

服务提供商可以考虑三种不同的代理商网络架构：

1. 与现有的零售连锁签订协议

2. 利用分销体系

3. 从无到有地建立代理商网络。

这三种方式在营业准备的充分性、覆盖面和控制力等方面各有优缺点。服

务提供商需要确定哪一点在其所在的市场中最重要。M-PESA最开始是利用

Safaricom的分销体系，但是后来开始从无到有地建立新的代理商网络以满足客

户对覆盖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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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代理商

•	选择代理商。服务提供商应当基于代理商所承担的职能来仔细考虑他们需要

代理商具有哪些品质。

•	代理商开业。服务提供商必须要在代理合同中规定好谁负责安装和维护设

备，谁负责代理商的培训。

•	代理商佣金。除了确定支付给代理商的总的费用之外，服务提供商还需要考

虑支付方式以及确定最佳的费用支付结构。

•	管理流动性。服务提供商应当确定谁提供服务所需的资金，以及既重要又耗

时费钱的充值工作由谁负责。

•	持续监控和管理。有效的监控（人工和远程）对于确保客户体验的一致性至

关重要。

•	减少欺诈、盗窃以及权利滥用所造成的影响。服务提供商必须明白服务中存

在的脆弱点，并且要找到防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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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讨论了在无网点银行业务供应链中如何用以Excel表为基础的财务模型来

计算公司的资金流。该财务模型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得http://technology.cgap.org/

category/topic/agents/。

本附录中所展示的输入和输出表格都来自肯尼亚的M-PESA案例。输入的数

据主要来源于Safaricom公布的财务数据，以及大量的第三方研究。除非特别指

出，业绩指标基于2010年6月的年化数据。对于部分缺失数据，分析采用了估

计值。本附录对M-PESA业务模式进行了合理估测，但不应视为完全精确的分

析。以下案例展示了如何对现有数据展开分析。

1. M-PESA价值链

本模型包括了多层次供应链上的多家公司。具体的无网点银行业务可能会用到

其中个别或者全部供应链层次。任何公司都可以承担多项职能。

M-PESA供应链由以下一些公司组成：

•	M-PESA和Safaricom。M-PESA是移动网络运营商Safaricom旗下的一个部

门，负责提供手机银行服务。Safaricom的手机用户只要注册了M-PESA，

就可以开通电子钱包账户用于个人日常支付。客户的电子钱包账户通过

M-PESA的技术平台进行管理，这使得客户能够通过Safaricom的移动网络

在自己手机上进行交易。根据无网点银行业务供应链的分类，Safaricom和

M-PESA30 分别担任了账户提供商和交易提供商的角色。

•	第三方运营商：

o 几家肯尼亚银行以信托基金的形式管理着M-PESA所有客户账户的总余额。

o M-PESA已经和六家银行签署协议，由后者担任“超级代理商”。M-PESA

的代理商需要补充现金或者为电子账户充值时，这些银行要向其提供流动

性服务。

附录1：M-PESA案例中使用的财务模型

30 尽管M-PESA和Safaricom事实上由同一家公司拥有，这里将它们作为不同的公司提出主要是为了

区别前者的手机银行业务职能和后者的移动通讯服务职能。

http://technology.cgap.org/category/topic/agents/
http://technology.cgap.org/category/topic/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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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PESA的客户还可以通过Equity银行和PesaPoint的自动柜员机网络来从

他们的电子钱包中提取资金。

o 一些公司与M-PESA签署了协议，从而能够使用后者提供的支付渠道来向

M-PESA的客户支付工资，这些公司的客户也可以使用其电子钱包来支付

日常账单。

•	M-PESA与独立的代理商签约为客户提供现金存取服务。

•	M-PESA还与汇总网点和其他服务公司签约，由他们作为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负责招募、管理、培训和监控代理商网络。

2. 输入数据

网络概要表

网络概要表（表A1）提供了有关客户和代理商数量，以及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的一些基本信息。截至2010年6月，M-PESA拥有超过1千万客户，约占肯尼亚

成年人口的56%。根据与管理层的交流，我们假设其中70%的客户为活跃客户	

（在过去3个月里至少完成过一次交易）。请注意网络概要表中的一些基本指标

是根据其它表格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

图A1：网络概要

注：浅色表格为输入数据；其它表格中的数据由计算得出。

网络概要

客户数量 10,232,805
活跃客户比例% 70%

活跃客户数量 7,162,964

代理商数量 18,977
活跃客户/代理商 377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数量 190
代理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100
月度交易笔数/活跃客户 7.6

月度代理商交易笔数/活跃客户 3.6
平均佣金/代理商交易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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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资料

交易资料表（表A2）详细分类列出了每位客户平均一个月内所进行交易的频率

和金额。

•	列出了客户所进行的交易类型，从新注册账户到购买电话卡。

•	账户余额和利率是客户账户中的平均余额以及余额适用的利率（支出或	

获取）。

•	交易通讯收费是使用通讯渠道进行每笔交易时所支付的成本，通常支付给移

动网络运营商。

•	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客户流失减少，以及核心业务收益是核心业务增值

的几种形式（参见第3章中的解释）。

M-PESA大概每月新增24万新客户。每一位活跃客户平均每月进行7.6笔交

易。很重要的一点是，每月只有3.6笔交易是通过代理商完成的，这一数字才是

计算代理商交易量、收入以及花销的基础。

图A2：交易资料

注：此处列出了所有交易类型，尽管它们并不都适用于M-PESA案例。

月度交易数 平均金额 交易类型

239,225 新注册账户

1.54 32.68在代理商处存款

从第三方存款

从银行账户转帐

2.10 19.98在代理商处取款

向银行账户转帐

0.007 50.00自动取款机提款

1.45 28.00个人间转账

商户采购

在代理商处支付账单

1.73 余额查询

0.05 20.00支付电子账单

0.69 3.80 购买电子电话卡

10.00账户余额及利率

32,394,880 交易通讯收费

0.40 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

12% 4.40 客户流失减少

核心业务收益

7.6 交易总笔数

3.6 代理商交易总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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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表

交易费用表（图A3）列示了每笔交易产生的各项费用以及由谁支付。

用户可以利用本表将每一类型交易所产生的费用分配给供应链上的具体	

机构。标注%的列表示费用为交易额的百分比，否则即为逐笔收取。

M-PESA的客户需要为大多数交易付费，但并非全部。他们不需要为注册新

账户付费，向电子钱包中存入现金也无需付费。但是，M-PESA仍然需要为这些

业务向代理商付费。公司和客户共同分担账单支付的费用31。

佣金分配表

佣金分配表（图A4）列示了每笔交易中哪些机构能够赚取佣金以及佣金数额。

图A3：交易费用表

 
客户 代理商 合计

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

第三方
运营商

账户提
供商

交易提供商
（M-PESA）

移动网络
运营商

（Safaricom）
 

1.00          1.00          
在代理商处存款 0.14          0.14          
从第三方存款 -            
从银行账户转帐 -            
在代理商处取款 0.34              0.34          
向银行账户转帐 -            
自动取款机提款 % 0.8% 0.8%
个人转账 0.46              0.46          
商户采购 -            
在代理商处支付账单 -            
余额查询 0.01              0.01          
支付电子账单 0.15              0.15          0.30          
购买电子电话卡 % 0.0%
账户余额及利率 % 0.0%
交易通讯收费 -            
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 % 0%
客户流失减少 % 0%

% 0%

交易费用

交易类型 %

新注册账户

核心业务收益

31 M-PESA的费用结构中并不包括一些其他企业可能发生的重要费用。如果交易提供商和移动网	

络运营商是两家不同的公司的话，在客户或者代理商进行一笔交易时，交易提供商很有可能要向

移动网络运营商支付发送短信（或者USSD会话）的费用。而当客户通过电子钱包购买电话卡时，	

移动网络运营商则很有可能要支付一笔佣金给交易提供商。银行也可能会为电子账户的余额而向

交易提供商支付利息。



85附录1：M-PESA案例中使用的财务模型

在M-PESA案例中，代理商交易所产生的佣金收入在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之间按照80/20的基础分成32。在实践中，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常常会与代理商谈

判来获得更高的分成，但M-PESA目前采用这一固定分成比例来保护代理商。

核心业务增值表

核心业务增值表（图A5）列出了供应链上每一家机构的核心业务（非无网点银

行业务）因无网点银行业务而增加的收益。

图A4：佣金分配表

 

1. 00 08.0 02.0
 0. 14 11.0 30.0

 -
 -

  0. 34 71.0 40.0 31.0
  -

  0. 8% 0. 8%
0. 46 0. 46

 -
-

0. 01 0. 01
0. 30 0. 30
0. 0%
0. 0%

- -
0%
0%
0%

80/20 commission split

客户 代理商
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

第三方
运营商

账户提
供商

交易提供商
（M-PESA）

移动网络
运营商

（Safaricom）

合计
交易类型

在代理商处存款

从第三方存款

从银行账户转帐

在代理商处取款

向银行账户转帐

自动取款机提款

个人转账

商户采购

在代理商处支付账单

余额查询

支付电子账单

购买电子电话卡

账户余额及利率

交易通讯收费

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

客户流失减少

新注册账户

核心业务收益

佣金分配

80/20佣金分成

32 代理商佣金也需缴纳21%的税款。

图A5：核心业务增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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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ESA的案例中，当客户通过其电子钱包购买电话卡时，Safaricom能够

省下其通常的电话卡分销成本（估计约为10%）。而银行由于将电子账户作为

存款，也能够从中获取收益。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加以及客户流失减少的好处

对于Safaricom而言也是10%成本节省之外的增加值。Safaricom的代理商并不

因M-PESA客户而新增核心业务销售量，因此在这一案例中他们并没有什么核心

业务增值33。

代理商流动性要求表

代理商流动性要求表（图A6）计算了代理商所需要的电子账户及现金余额量。

这一数量是由表中给出的乘数乘以每天的现金存入交易总发生额（清算账户）和	

现金提取交易总发生额（手头的现金），再乘以每天充值交易的次数。举例而言，	

M-PESA模型中假设代理商每天充值一次，因此他们需要用1乘以现金存入和现金

提取的平均金额。如果代理商每天充值两次的话，他们就需要两倍的流动性。

在实践中，充值次数相差很大。如果某代理商的现金存入和现金提取交易匹

配完美，他可能根本不需要充值，或者只需要偶尔充值。而如果代理商每天绝

大多数的交易都是提取现金的话，他可能每天需要充值好几次，或者需要比清

算账户余额更多的现金余额。

代理商费用表

代理商费用表（表A7）列出了代理商业务中月度成本结构的主要项目。

可变成本与用交易笔数/天的平均值除以每天交易数/雇员数得到的雇员数	

相关。举例而言，某代理商雇佣了一名雇员来处理每天的80笔交易，他每个月

的每名雇员的成本就是31.5美元。

33 请参见1.6节了解客户流量增加对巴西代理商的重要性。

图A6：代理商流动性要求表

 代理商流动性要求 乘数
清算账户 1 732                    
手头的现金 1 609                    
每天充值次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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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有些代理商每个月只需花19美元就可以租一个摊位。另外一些代

理商本来就开办着小商铺，所以不需要付额外的房租费用。在肯尼亚，除了摊

位本身的安全设施之外，代理商通常不会再为安全设施花费其他费用。代理商

用自己的移动电话进行交易，而移动电话在肯尼亚只需要花40美元甚至更少。

流动性成本。充值成本是为电子账户充值或者补充手头现金时产生的交通或

者与交易相关的成本。营运资金费用是资金的成本，根据所需现金和电子账户

余额的总和计算得出（模型来自于电子账户计算表）。被窃损失按营运资金的

百分比计算。

如果是平均水平的交易量，一名M-PESA的代理商需要保持1341美元的现金

和电子账户余额。资金的成本可能是借贷的成本，或者是将现金投入到代理商

业务的机会成本。在实践中，那些需要借贷资金来开展业务的代理商经营的并

不好。好几位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反映，他们对与需要借钱来维持现金和电子账

户余额的代理商签约有严格的规定，因为借贷的成本会影响代理商业务的盈利

性。最大的一笔成本来自于充值的交通费用，估计约为每天1.13美元。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费用表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费用表（表A8）列出了交易提供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与代理

商管理相关的费用。这些费用采用了与代理商费用表相同的计算方法。

M-PESA因其在代理商管理中的职责而产生直接成本，这些列在本财务模型

中交易提供商的部分。在实践中，M-PESA虽然将一些职能外包了出去，但仍需

支付其成本。普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一节中列出的费用是由M-PESA汇总网点直

接承担的费用。

图A7：代理商费用表

代理商费用              35交易笔数/天

可变成本
每天交易数/

雇员数
雇员数 成本/雇员 合计

工资 80 1   $ 05.13 32
固定成本 雇员数/月 成本/雇员 总数

房租/基础设施 1 19.00 19
流动性 规模

充值成本 $ 31.162 29
营运资金费用 1,341 1% 13

被窃损失 0% -
总费用 93



88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3. 输出图表

收入来源及分配图表

收入来源及分配图表34 是本模型输出的一系列成果之一。它给出了供应链上的

总体资金流概况。图底部列出了收入的来源（谁支付了费用），而顶部则给出

了收入被分配给了哪些机构。堆积图中的黄色柱形则表示这些机构核心业务获

得的增值额。

从图中可以看出，客户的交易费是M-PESA业务模型中的主要收入来源。	

M-PESA获得了总收入的58%，即每月690万美元。而代理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则分别获得了总收入的34%和8%。

图A8：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费用表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费用

代理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100

不同职能相关的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

流动性

总费用

代理商/

单位
单位数 成本/单位 合计

代理商/

单位
单位数 成本/单位 合计

120       159            500             79,500        -          -           -                  -                 
120       159            500             79,500        -          -           -                  -                 

2,000    10              1,000          10,000        25            4              450                 1,800             
1,000    19              500             9,500          -           -                 

-            -              25            4              260                 1,040             

-              4              550                 2,200             
-              1              300                 300                
-              1              700                 700                

493,402     -              -              100          6.80                679                
0% 10%

-            0% -              13,393     0% -                 
0% -              0% -                 

178,500      6,719             

交易提供商 普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录用

代理商培训

代理商监控

代理商技术支持

交通/通讯

行政/人员管理

房租

办公费用

充值成本

营运资金费用

被窃损失

营运资金占代理商流动性的%

金额 金额

34 该图由数据表生成。

图A9：收入来源和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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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财务模型中可以看到，Safaricom能够从M-PESA的客户处额外获得每月

790万美元的电话卡销售收入。

•	每月节省的电话卡分销佣金为190万美元。

•	每一位M-PESA活跃客户的单位用户平均收入增长10%（0.4美元）就会每月

产生260万美元的收入。

•	如果假设M-PESA的客户中只有12%是Safaricom可能会流失的客户，那么

Safaricom每个月从这些客户处获得的收入达到了340万美元。这些收入中绝

大部分来源于电话卡销售，其余来自节省下来的开发新客户的费用35。

核心业务收益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但M-PESA案例说明这部分收益有可能

非常可观。根据目前的假设，Safaricom因M-PESA在其核心通信业务获得的	

收入，与其从M-PESA业务直接获得的收入大体相当。

交易额占流入现金百分比图表

交易额占流入现金百分比图表（图A10）展示了在无网点银行业务链条中资金

是如何流动的。

35 Safaricom认为M-PESA能够帮助其减少客户流失，但并没有精确计算。这里假设12%的M-PESA
客户（120万人）因为M-PESA的服务而放弃离开Safaricom，这意味着Safaricom的年度客户流失
率降低了5%。

图A10：交易额占流入现金的百分比

注：本图由包括这些业务流量数据的表格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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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再次说明了之前已经指出的一点，即M-PESA依然主要提供个人转账	

服务。客户们正在迅速接受新的服务，但是其规模相较于现金和转账交易依然

非常小。

代理商概要表及代理商月度收入图

代理商概要表（图A11）列出了一位普通代理商的各项指标。代理商月度收入

图（图A12）则展示了现有的毛收入，以及这些毛收入如何随着每天平均交易

数量的变化而增减。

一名普通M-PESA代理商每天的交易数只要达到53笔就可以实现盈利，前提

是房租和工资支出不高36。城市区域的代理商由于其人工及房租费用都比较高，

因此每天进行更多交易才能盈利。某些代理商如果既是业主也是工作人员（即

不需要另外雇工），或者本身就是已经有了现成的场所和雇员的商店店主，就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交易规模较低或者运营成本较高的不利影响。

图A11：代理商概要表

代理商概要表

指标

活跃客户数/代理商 377                     
交易笔数/天 53                       

平均佣金/交易 0.15                    

资金活动

清算账户余额 732$                   
手头的现金 609$                   

合计 1,341$                
充值次数/天 1$                       

收入

新账户注册 10$                     
交易佣金 202$                   

费用

可变成本 32$                     
固定成本 19$                     

利息 13$                     
流动性 43$                     

701净收入 $                   

图A12：代理商月度收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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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由于代理商要缴纳21%的税款，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大低于此处表格所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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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表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月度收入图

拥有100位代理商的M-PESA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汇总网点）的盈利状况非常

好。但是，盈利主要来自于自有代理商。如果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并不拥有代理

商，它就只能获得20%的交易佣金分成。分析表明，如果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不

拥有足够数量的代理商的话就不能盈利。

图A13：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表

指标

代理商数/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100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自有的代理商 100

收入/代理商 159$                   
收入

新账户注册 252
交易佣金 5,046

电话卡销售佣金 -
来源于自有机构的盈利 10,547

费用

可变成本 2,840
固定成本 3,200

流动性费用 679
521,9净收入

图A14：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月度收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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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包含CGAP所使用过的两份问卷样本。第一份是在菲律宾推出无网点银

行业务之前，访谈潜在的代理商（商户）所使用的问卷，第二份来自巴西，	

用于评估现有的无网点银行代理商与银行进行合作的商业可行性。

问卷1：在业务推出前对潜在代理商的分析

问题 回答 备注 理由

A 代理商的基本数据

访谈日期:

A.1 商户名称 用于后续跟踪

的联系方式

A.2 电话号码 用于后续跟踪

的联系方式

A.3 地址 用于后续跟踪

的联系方式

A.4 您是否有银行账户	

（不包括小额金融机构，

除非小额金融机构提供	

存款服务）？

是或否 商户的经验和

稳定性

A.5 到银行有多远？ 公里 交通和人力成

本

A.6 每周您要去几次？ 整数 处理现金情况

B 商户业务的基本数据

B.1 主营业务是什么？ 业务分类

B.2 您从事现有的业务已经有

多少年了？

年 商户的经验和

稳定性

B.3 您的商铺每周经营几天？ 天 收入机会

B.4 一天营业几个小时？ 小时 收入机会

B.5 您的业务是否经过注册？ 是或否 是否可以做代

理商

附录2：代理商实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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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回答 备注 理由

B.6 您的业务是否有会计记

录？

是或否 商户的经验和

稳定性

B.7 你是否还有其他的业务或

兼职？

是或否 收入的分配

B.8 如果有，是什么类型的？

B.9 您是否是手机银行服务的

代理商［叫什么名字］？

是或否

B.10 您做［手机银行服务］的

代理商有多长时间了？

年

B.11 您商铺的电力供应是否稳

定？

可靠

无法预测

很差

POS设备的使
用环境

C 现金流

C.1 您商铺中的设备租金每周

需多少钱？

比索 现金流出

C.2 您每周到市场购买产品或

补充库存的次数？

整数 现金流出

C.3 您每次到市场的时候大概

花多少钱？

比索 现金流出

C.4 您与批发商是否有采购	

协议？

是或否 花费数量

C.5 如果是的话，请描述

C.6 每次您重新补充供货或存

货的金额？

现金流出

C.7 您是否了解您手头库存的

价值？

比索

C.8 您每周的平均销售额是	

多少？

比索

C.9 您的业务是否曾出现时多

时少的现象？也即是说，

业务是否存在周期性好

坏？

比索 周期的影响

C.10 您每周个人/家庭的消费预

算是多少？

比索 非业务支出

C.11 您是否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是或否 现金流入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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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回答 备注 理由

C.12 如果有，大约是多少？ 比索 现金流入

C.13 平均来看，您的生意每周

需要多少现金？

比索 现金流入和留

出的管理

C.14 平均来看，您每天手头最

少持有多少现金？

比索 现金周转能力

D 对做代理商的兴趣

D.1 您可以将多少时间放到现

金存取业务上？

小时 加入代理商网

络的意愿

D.2 你一天可能做多少笔交易？ 整数 市场规模和加

入代理商网络

的意愿

D.3 您自己的业务八个小时的

收入有多少？

比索 价格敏感性

D.4 如果做代理商的话，你	

愿意用1-2个晚上（下班	
时间）参加启动业务培	

训吗？

是或否 进入成本

D.5 您认为手头持有多少现金

是比较安全的？

比索 参加代理商网

络的意愿和对

安全的容忍度

D.6 一天营业结束之后，一般

手头有多少现金？

比索 确定到底是只

有取款，还是

存/取款都有

D.7 每周您要去几次银行？ 整数 确定到底是只

有取款，还是

存/取款都有

F 访谈者的观察

F.1 是否有明显的安全防护	

设施？

是或否 是否适合处理

现金

F.2 一小时大概有多少客人？ 每小时整数 安全风险和业

务流量机会

F.3 估计有多少人经营业务？ 整数 业务的成本和

交易水平

F.4 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 城市或农村 市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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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2：在业务推出前对潜在代理商的分析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谈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名字和称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您代理的是哪家服务提供商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服务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一共有多少代理网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哪一年开始做代理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您做代理商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不要提示，可多选。］

❑	交易费收入

❑	给我的商铺带来更多客源

❑	我的客户期望我做代理商/要求我做代理商

❑	我希望与一个大品牌建立关系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在商铺中还经营的其他主要业务是什么？

❑	日用杂货

❑	药品

❑	电子产品

❑	文具/复印

❑	咖啡/酒吧/饭馆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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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成为代理商之后，到您的店里的客户增加了、没变化还是减少了？

❑	增多了

❑	没变

❑	减少了

❑	不知道

7. 平均来看，您成为代理商之后，商店的客流量有多大变化？

❑	+/- 0–10% 

❑	+/- 25% 

❑	+/- 33% 

❑	+/- 50% 

❑	+/- 66% 

❑	+/- 75% 

❑	+/- 100% 

❑	+/- 150% 

❑	+/- 200%或更多

8. 如果不再做代理商，对您的业务有多大影响？

❑	对我的主营业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	对我的主营业务有很小的负面影响

❑	既没有正面影响也没有负面影响

❑	对我的主营业务有很小的正面影响

❑	对我的主营业务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9. 产生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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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明：阅读以下说明以及收入表中的有关项目。根据POS机营业结束时的报

告来填写此表，如果没有，请代理商按平均情况估算一个数。下表列出了受

访者可以但未必全部提供的交易的类型。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您所收到的各种单据的一些详细情况。如果您能提供昨天或

最近某天的业务报告会更有帮助。

收入

类型 交易种类

每天交 

易数量

每笔交易 

佣金额 收入 备注

取款 从电子钱包或银

行账户中取款

社会福利（例如

Bolsa familia）

贷款拨付

存款 往银行账户存款

支付 偿还贷款

水电费

税款

电子充值 预付电话费

公交卡

其他 新开账户

余额查询

账单

保险申请

贷款申请

总计

11.	你认为该天（问题10）交易的总数是在平均水平，还是平均水平以上或以	

下呢？

❑	平均水平以上

❑	平均水平

❑	平均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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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说明：阅读以下说明及费用表中的各个项目。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备注栏提

供详细解释。对于通讯成本，可能有必要注明不止一项，因为有些银行/代

理商网络管理商会提供备用连接用于应急。

您每个月在以下项目上的花费：

费用

项目 描述 成本

代理业务相关

成本所占比重 备注

技术 交易设备

摄像头或其他保安

系统

通讯 主要的连接方式	

（如X25、IP、	
GPRS、拨号上网、 
ADSL、卫星通信）

应急连接（如果有

的话）

现金 保险

交通

电力 每月账单

员工	 每月开支

店铺 租金

13. 谁为代理商业务中所使用的现金保险？

❑	银行/服务提供商

❑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	本人

14. 您从事代理业务最多需要在手头留多少现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代理业务中所使用的现金主要用什么方式运送到银行？［只能选一项］

❑	专人

❑	运钞车

❑	银行转账

❑	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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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每周几次把现金交到银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您觉得成为代理商是否增加了被抢劫的风险？
❑	是

❑	否

18. 您做代理商是否被抢劫过？
❑	是

❑	否

如果是的话，什么时候被抢劫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抢走了多少钱？［如果被抢了多次，了解最近一次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你的员工是否曾经从收银机中偷过钱？	
❑	是

❑	否

如果是的话，什么时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偷走了多少钱？［如果被偷过多次，了解最近一次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是否曾经有客户从你或员工那里骗了钱？
❑	是

❑	否

如果是的话，什么时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骗走了多少钱？［如果被骗多次，了解最近一次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你在代理业务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不要提示。逐字记录回答，	

并且要刨根问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您是否曾经想过退出代理商生意？
❑	是

❑	否

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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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后，我们希望询问您一些有关其他主营业务的问题。请告诉我们您的三种

销量最高的商品一天通常的收入和费用。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让受访者迅速想一想每天销售多少商品，商品单价，

然后进行简单的乘法，计算出一个总额来之后，问问受访者，听起来是否	

可信？如果受访者只销售一种商品，就只问这一种。］

产品 每天的收入 每天的成本

卖出数量 单价 收入总额 卖出数量 单价 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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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有用文件汇编

1 经相关企业许可重印。

1.	代理商打分卡：印度的服务提供商

2. 代理商合同：印度的服务提供商1

3. 代理商合同：巴西服务提供商1

4. 代理商申请：巴西服务提供商

5. 代理商市场营销材料：巴西服务提供商

6. 监控工具

a. FINO仪表板

b. Top Image和M-PESA的报告

7. 工作职责说明范例

a.	肯尼亚M-PESA销售部主任

b. 肯尼亚M-PESA地区销售经理

c.	南非M-PESA大区销售经理

8. 代理商佣金

a. 巴西银行

b. 邮政银行

c. Caixa Economica

d. FINO

e. EKO

f. 肯尼亚M-P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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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理商打分卡：印度的服务提供商

本打分卡包括三个部分：

1. 客户服务点（CSP）申请表

2.	初始评分；基于确定的系数计算客户服务点的分数

3. 由现场负责人进行定性分析；产生总体评分

如何使用打分卡

1.	申请表既可以由服务提供商填写，也可以由申请人填写。

2. 申请表上的回答信息用于第二张表（初始评分）评分使用。

3.	初始评分之后，服务提供商对客户服务点申请人进行定性分析，按照确定的

系数评级并给出一个总体的分数。

4. 总体分数与选择客户服务点的基准分数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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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项目 选项 打分标准

农村 城市

个人详细信息

1 年龄 18–25岁 2 2

25–35岁 4 4

35–45岁 3 3

45–55岁 1 1

>55岁 0 0

2 教育背景 研究生 3 3

大学/高等院校 4 4

大专 2 2

中学 1 1

其他

3 工作年限 0–2年 1 1

2–5年 2 2

5–10年 3 3

>10年 3 3

业务详情

1 服务点面积 <100平方英尺 2 1

100–250平方英尺 3 3

250–500平方英尺 3 3

>500平方英尺 3 3

2 在本地经营年限 <1年 1 1

1–3年 2 2

3–5年 3 3

>5年 4 4

个人详细信息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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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项目 选项 打分标准

农村 城市

3 商店最低现金持有额 <2000 0 0

2,000–5,000 2 2

5,000–10,000 3 3

10,000–20,000 4 4

<20,000 4 5

4 经营产品 快速消费品 4 4

耐用消费品 2 2

药品 4 4

文教用品 4 4

电信 4 4

其他

5 日销售额 <500卢比 1 1

500–2,000卢比 2 2

2,000–5,000卢比 3 3

<5,000卢比 2 2

6 日客流量 0–50 1 1

50–150 2 2

150–300 3 3

>300 1 1

7 营业时间 <6小时 1 1

6–8小时 2 2

8–10小时 3 3

10–15小时 4 4

>15小时 4 4

8 每名顾客在服务点逗留的

平均时间

<1分钟 1 1

1–3分钟 2 2

3–5分钟 3 3

>5分钟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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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项目 选项 打分标准

农村 城市

9 员工数量（兼职/全职） 0 1 1

1–2 2 2

3个以上 3 3

10 服务地银行的数量 0 3 3

1 3 3

2–3 2 2

>3 1 1

11 服务地自动取款机的数量 0 4 4

1 3 3

2–3 1 1

>3 0 0

12 银行类型 只有国有银行（印	

度国家银行、PNB、	
BOB等）

3 3

只有私人银行

（ICICI, HDFC等）
0 0

既有国有银行，	

也有私人银行

1 1

13 现有业务的流动资金投资 <10 k 1 1

10–25 k 2 2

25–50 k 3 3

50k–100k卢比 4 4

>100k卢比 5 5

14 月收入额 <5,000 1 2

5,000–10,000 2 3

10,000–25,000 3 4

>25,000 4 1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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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项目 选项 打分标准

农村 城市

其他信息

1 可提交的文件 登记文件 1 1

PAN 卡片 1 1

财产文件 1 1

银行账单（最近六

个月）

1 1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

表

1 1

其他 0 0

2 对产品概念的信心 坚信 2 2

可能 1 1

不确定 0 0

初始评分（代理商范例）

申请表项目 回答 分数

个人详细信息

1 年龄 18-25年 2

2 教育背景 大学/高等院校 4

3 工作年限 2-5年 2

业务详情

1 营业面积 100-250平方英尺 3

2 在本地营业年限 1-3年 2

3 保持的最低现金额 <2,000 0

4 经营产品 快速消费品 4

5 日销售额 <500卢比 1

6 日客流量 50-150 2

7 营业时间 6-8小时 2

8 平均每个客户在服务点逗留的时间 <1分钟 1

9 员工数量（兼职/全职） 0 1

10 服务区内银行的数量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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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项目 回答 分数

11 服务区内自动取款机的数量 0 4

12 银行类型 只有国有银行（如	

印度国家银行、	

PNB、BOB等）

3

13 流动资金额 <10 k 1

14 月收入 <5000 1

其他信息

1 可提交的文件

0 否

0 否

0 是

2 其他信息 是

1 是

0 是 4

总分 40

由现场负责人进行的定性评价

分数 (0-5) 权重

现场考察分数 5

商店的洁净程度和总体格调；适合金融交易 1 5

商店非常整洁，有足够的空间可进行金融交易

商店比较整洁，有足够的空间可进行金融交易

商店不是很整洁，但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供客户进行金

融交易

商店不是很整洁，对于客户来说可能很难安全地在此

进行金融交易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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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0-5) 权重

客户服务点对于此业务的意愿/积极性 1 5

客户服务点非常有积极性开展此项新业务

试试看——客户服务点持开放态度，希望尝试一下，

看是否值得做

客户服务点只是由于分销商的压力才做这项业务，	

自身没有太多兴趣和积极性

客户服务点对会议/培训持开放态度，愿意参加会议/

培训

1 5

客户服务点愿意参加会议和培训

客户服务点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愿意参加会议和培

训

客户服务点很明显地对参加会议和培训持犹豫和怀疑

态度

服务点的消费群体与［服务提供商］的目标客户重合

大多数客户都是属于极低收入群体

大多数客户属于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

大多数客户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大多数客户属于中高收入群体

商铺地点 1 5

在繁华的市场

在地铁站、公交车站或其他人群密集地附近

市场形象 2 5

市场声誉（市场中至少有两个人推荐）

总分 6

权重 5

定性打分 30

代理商总得分（初始评分+定性分数） 70



109附录3：有用文件汇编

2. 代理商合同：印度的服务提供商

客户服务点协议

本客户服务点协议（“本协议”）于2010年xxx月xxx日（“生效日期”），	

由以下双方共同签署：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是按照1956年公司法第25章成立的非营利性公司，公

司注册地点在xxx（以下称为“［代理商网络管理商］”，除非在上下文中另有

所指，否则均为此意并包括其继承人和指定人。）

及

［代理商］，印度公民，居住在xxx（以下称为“客户服务点”或“CSP”）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和客户服务点以下单独称为“合同一方”，合称为	

“合同双方”。

鉴于：

A.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被印度国家银行指定为其业务代理人为银行客户提供

各种银行和金融产品；

B.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希望指定一家客户服务点在限定的地区代表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为客户提供某些服务，包括客户开发、客户交易以及银行产品营销；

C. 客户服务点主动向［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申请，要求成为［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的客户服务点，提供附件2中所详细列示的各项服务；

D.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同意指定客户服务点按照本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提供服务。

本协议具体条款如下：

1.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指定的客户服务点

1.1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指定［代理商］作为［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在xxx（“地区”）的客户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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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同双方同意，必须满足附件1中规定的所有条件才能成为客户服务

点。如果［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发现对方为成为客户服务点而提供了虚

假文件，将终止该协议。

1.3 一旦指定为客户服务点，被指定人应当在银行开立活期账户。合同双方

同意，任何人要成为［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客户服务点，都必须清楚

银行账户开立程序和作为客户服务点开始营业的相关指引。

1.4 为了提供持续的服务，客户服务点在任何时点都要在活期账户中保持附

件1中所规定的最低金额。作为客户服务点的一个硬性要求，客户服务

点不应因没有资金而拒绝为客户服务。客户服务点应当一直持有足够的

银行活期账户余额和现金。

2. 客户服务点的职责

2.1 客户服务点应当代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供附件2中所列示的各项服

务。

2.2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保留对附件2中所列示的服务项目进行修改的权

利，客户服务点同意所有的修改。

2.3 客户服务点同意接受［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指定的超级客户服务点的监

管。［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同意将通知客户服务点其所在区域超级客户

服务点的信息。

3.   客户服务点需要遵守的规则和规章

客户服务点同意，有效提供服务需要遵守该协议附件3中的有关规则和规章。

4.  报酬

4.1 考虑到客户服务点提供的服务，以及履行本协议中的有关条款情况，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应当按照附件4中的结构向客户服务点支付报酬

（“服务费”）。

4.2 支付的款项应当包括所有的费用、税收、或签署本协议之后所产生的费

用，以及客户服务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或与提供服务有关的、或因提

供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成本等。

4.3 客户服务点只能要求对那些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书面授权的额外成

本、费用或额外的服务要求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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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依照本协议支付给客户服务点的所有款项都应	

当符合文件规定和处理时间（TAT），并且将当前适用的所有应扣税款

扣除。

5. 客户服务点陈述和保证

客户服务点陈述并且向［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保证：

5.1 其有充分的权利签署本协议，提供服务，并且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依本协

议提供服务；

5.2 其应确保按照最高的专业精神和水平提供服务，或者按照［代理商网络

管理商］更新的指示、规定、程序、标准、指引、时间（如果适用）提

供服务，令［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满意；

5.3 客户服务点只能按照［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不断更新的标准条款向潜在

客户或客户做出陈述或提供保证；

5.4 其按照本协议提供服务时不应损害［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或其业务伙伴

的声誉；

5.5 在本协议生效期间，其应当按照本协议规定对其提供的业务进行适当

的、准确的记录；

5.6 按照本协议提供服务时，其应当确保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由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供的印度储备银行的相关指引；

5.7 其应确保不允许接受出于以下名目的转帐要求：

5.7.1 任何形式的毒品；和/或

5.7.2 军火；和/或

5.7.3 恐怖活动；和/或

5.7.4 洗钱，并迅速将客户的可疑交易请求或活动报告给［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

6. 期限与协议终止

6.1 期限。本协议从生效之日起，到6.2节所规定的情况出现而终止。

6.2 终止。

(i) 任何一方提出终止。本协议可以由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只需提前	

45天书面通知即可，在特殊情况下，［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有权终

止协议而无需提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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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知期间的义务。在6.2节所述的通知期间：

a. 所有欠款必须在此期间结清。

b. 通知期间，客户服务点仍需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

c. 在通知期间，客户服务点仍有权享受提供服务所应得的佣金和	

奖励。

d. 通知期结束后，客户服务点应当归还［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为此

业务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如开户申请表，文件，账户开户装备、	

海报、印章、说明书、宣传材料等），由客户服务点承担归还	

成本。

e. 在通知期结束后，客户服务点应当将身份证识别卡和BC证书归还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在通知期结束的当天起，客户服务点应当停止代表［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进行任何交易。

(iii) 双方同意终止。双方同意的话，可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iv)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出暂时中止。［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以

在任何时候单方面暂时中止与客户服务点的关系。

(v)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出终止。

a. 如果客户服务点违反了本协议的规定，［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可

以无需提前通知即终止本协议。

b.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如果认为与该客户服务点的关系会损害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利益的话，可以终止本协议。

c. 当有银行客户或潜在客户投诉被欺诈，本协议将立即中止，如果

经过调查发现投诉属实，本协议及客户服务点所提供的服务无需

提前通知将立即终止。

d. 当有银行客户或潜在客户投诉客户服务点存在错误行为或者拒绝

为客户提供服务，将立即中止客户服务点服务，如果经过调查发

现投诉属实，客户服务点的服务协议将立即终止，而无需提前通

知。如果是由于错误的行为、失职或拒绝服务而终止协议，应从

付给客户服务点的佣金中扣除罚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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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当［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给客户服务点发出书面通知要纠正某错

误，如果客户服务点无法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规定的时间内

纠正错误，该协议将在所述的时间结束后自动终止，无需通知。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应付给客户服务点的佣金应当扣除罚款后

在月终支付。

f. 如果发现在声明表（附件5）中所给出的信息存在虚假情况。

(vi) 双方同意，如果发现客户服务点存在舞弊行为，并且/或者当［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发现客户服务点故意篡改服务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开户或者进行虚假的金融交易，［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保留权利对

其进行严厉处罚并且/或终止代理协议，而无需提前通知。而且，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还保留其权利将客户服务点的欺诈行为报告

给执法部门和/或银行，以对其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

7. 关系

7.1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和客户服务点之间是对等关系。本协议中客户服

务点既不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或银行的雇员，也不是其代理人。双

方承诺，任何一方的雇员或员工都不能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示其是

另外一方或银行的雇员；另外一方或银行不应以任何方式对他们提出的

任何请求、要求等承担责任。

7.2 客户服务点和［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承认：

(i) 一方既不是另外一方的法律代表、代理人、合资企业，也不是出于

任何目的的合作伙伴；并且

(ii) 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权威代表另外一方，或在任何方面

限制另外一方，无论是明示或者是暗示，承担或创造任何义务，或

做出任何陈述或担保。

8. 保密

8.1 除了标记为“机密”的信息之外，所有与客户相关的数据、信息、专有

数据和数据库、所有的商业秘密、技术诀窍许可证、技术诀窍秘方和程

序以及知识产权等都应该被看作是机密信息。

8.2 客户服务点应当对［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供的所有数据以及按照本协

议履行服务的数据保密，不得将其用于履行本协议规定义务以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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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目的。针对以下各项信息，客户服务点需履行保密责任，并且仅用

于执行本协议：（1）［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合同生效前后提供的所有

信息；（2）在合同生效前后能够接触到的与服务相关的所有保密数据；

（3）本协议和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客户服务点应当将客户信息视同自

己的保密信息一样来保护，使用合理的手段，防止信息泄露，保护机密

性。除了本节规定的信息外，没有［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事先书面许

可，客户服务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

8.3 尽管本段做出了种种规定，但任何一方都可以披露以下保密信息：（1）披	

露时保密信息已经对外公开；（2）按照法律规定由不受双方保密协议规

定限制的第三方以非保密方式披露的信息；（3）经由相关方提前书面批

准披露的；（4）接受信息一方的律师、审计师、保险人、合同当事人或

雇员需要此类保密信息，因此类信息与其雇佣（合作）有关；（5）法院

或者是监管机构按照有效法律程序要求披露的信息。如果保密信息按照

法律程序的要求进行披露的话，被要求披露保密信息的一方应当提前将

此要求其他告知另外一方，并且应当与另外一方协调以限制此类披露信

息的性质和范围。

8.4	在本协议过期或因本协议中规定的任何原因终止时，经书面要求，所有

请求方所拥有的书面保密信息（以及所有副本），都应当还给请求方，

或者销毁，并且要给请求方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文件，如果接受方证实符

合本协议的规定或者是出于财务或经营审计的目的，可以由其法律顾问

办公室专门保管某些种类的保密信息。任何保留的信息仍然适用本协议

的保密要求。当这类保留信息不再需要时，应当归还给请求方或进行销

毁，并给请求方提供书面证明。

8.5 本协议内容属保密包围。

8.6 客户服务点同意并知悉当其违反了第8节中有关规定时，［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有权终止本协议而无需任何通知。

8.7 本协议即使失效，本条款依然有效。



115附录3：有用文件汇编

9. 赔偿

客户服务点承诺并同意保护［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使其免受由以下原因而

导致的索赔、诉讼程序、破坏、损失、诉讼、成本及相关费用带来的伤害：

(i) 客户服务点和/或其员工的任何行为、疏忽、失职或错误；

(ii) 客户服务点违反本协议有关条款的任何行为。

10. 知识产权

本协议并不构成商标或服务标志许可。客户服务点知悉：

(i) 商标或商业名称［XX］，以及所有由此衍生出来的商标或商业名称，

以及与［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产品（“商标”）相关联的商标，无论

是否注册或已经申请注册，都是［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或其附属公司的

独有财产；

(ii) 除非［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书面同意，客户服务点不得明示或暗示地拥

有或使用商标，这种许可完全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自主决定给予或

收回。

11. 通知

本协议中的所有通知都应当是书面通知，并且按照本协议第一页所示地址以

传真或者快递形式以恰当方式送交接受方。

12. 适用法律和管辖权

本协议根据印度相关法律阐释，专属新德里法院管辖。

双方从协议生效日开始执行本协议，特此证明。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代理商］

签名： 签名：

名称： 名称：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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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客户服务点的资格标准

要成为客户服务点的个人必须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	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客户服务点。

•	个人应当是印度人。

•	个人应当有良好的社会声望。

•	个人应当提交其住址复印件。

•	个人应当提交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个人应提交其PAN卡复印件。如果个人没有PAN卡，其应当填写表格60申请，	

并且从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获得此卡。

•	个人应当提交其最近6个月的银行账户账单复印件。

•	个人应当提交三张护照用照片。

•	个人应当拥有符合［代理商网络管理商］要求的银行活期账户。

账户余额和现金

客户服务点同意并承诺在合同期间，在其开立的银行活期账户中保持最低余额

［xx］卢比，以确保给指定区域内的客户提供持续的服务。

客户服务点同意［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有权依照指定区域内对［代理商网络管

理商］服务的需求变化修改上述的账户最低余额。上述修改应当由［代理商网

络管理商］用书面形式告知客户服务点。

客户服务点不应以活期账户余额或手头现金不足为由拒绝为客户服务。客户服

务点应当按照［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要求保留适当的账户余额和现金。

活期账户中没有足够的余额或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都构成了客户服务点的实质

性违约，［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有权按照有关规定终止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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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键程序

客户服务点将协助［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作为业务代理商提供服务。为此，	

客户服务点将：

1. 按照要求调配资源。

2. 投资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3. 提供下列服务：

(i) 识别借款人及业务的正当性

(ii) 收集贷款申请并进行前期处理，包括对初步信息/数据的验证

(iii) 推广对储蓄和其他产品的认知，针对资金管理和债务咨询提供指导和	

建议

(iv) 处理申请表并向银行提交

(v) 推广和培育自助小组/联保小组等

(vi) 批准之后的监控

(vii) 对自助小组/联保小组/信贷小组/其他小组进行监控和指导

(viii) 收款的跟踪

(ix) 小额贷款的拨付

(x) 回收本金或利息

(xi) 收集小额存款

(xii) 销售微型保险/共同基金产品/养老金产品/其他第三方产品

(xiii) 接收并送达小额汇款/其他支付工具

程序

通过将上节中的服务进行细化来对程序进行规定。关键程序都设定了处理时间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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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1：收取小额存款

特点

客户服务点提供下列服务：

•	拨付小额贷款

•	回收本金和利息

•	收取小额存款

•	销售微型保险/共同基金产品/养老金产品/其他第三方产品

•	接收并送达小额汇款/其他支付工具

客户服务点将确保

•	活期账户中有最低金额的账户余额，以保证持续服务

•	现金交易应当与每笔交易的电子确认相匹配。

准确性

客户服务点将在报告提出的48小时之内改正［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所指出的

任何错误。

处理时间要求

序号 业务，时间跨度， 

截止时间

在截止时间前收到 在截止时间后收到

1 支付小额取款 2分钟 5分钟

2 收取小额存款 2分钟 5分钟

程序3：处理和向银行提交申请

特点

客户服务点将在指定区域内提供并收集有关文件。该程序包括：

•	提供开户申请表和开户所需用品

•	对开户申请表中的具体信息进行交叉复核之后，在复印件上签字盖章

•	将填写完成的开户申请表和相关文件提交给［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指定的

人员

准确性

客户服务点将从报告之日起48小时内改正［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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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间要求

序号 业务，时间跨度， 

截止时间

在截止时间前收到 在截止时间后收到

1 收集完成的开户申

请表

账户开户电子确认	

48小时后

账户开户电子确认	

48小时后

2 将填写完成的开户申

请表和相关文件提交

给［代理商网络管理

商］指定的人员

账户开户电子确认	

两天之后

账户开户电子确认	

7天之后

附件3

客户服务点管理规定

1. 客户互动和行为

a. 客户服务点绝对不能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在没有客户需要的产品或不能

提供存、取款时，应该引导客户到附近的客户服务点获取服务。

b.	客户服务点应当对客户或潜在客户礼貌热情。

c.	客户服务点应当协助客户和潜在客户，并且协助客户了解有关产品。

2. 时间

客户服务点开门营业和关门歇业的时间都应当明确标明，并告知客户或潜在

客户，包括午餐时间和节假日。除节假日外，客户服务点的工作时间应当从

早10点到晚8点。

3. 证件

a. 应当将［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所要求和提供的身份材料摆放出来，供客户

或潜在客户参考。

4. 客户保密性

a. 客户服务点不得知道客户的密码。

b. 客户服务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分享从客户/潜在客户那里获得的信息。

c. 客户服务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分享客户的交易历史或交易模式。

d. 客户服务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分享客户的账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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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转让

a. 指定客户服务点所提供的服务不能转让给其他人或其他超级客户服务点或

其他客户服务点。

b. 客户服务点不得成为任何提供类似服务的机构。

6. 排他性

客户服务点不得作为任何其他向客户/潜在客户提供类似服务的机构的	

一部分。

7. 经营区域

a. 客户服务点将在指定区域内进行经营。

b. 客户服务点将在指定区域内拓展客户。

8.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在提前通知客户服务点的情况下，有权在协议有效期

间对附件3中的有关规则进行修改。

9. 客户服务点应当在［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处存［XX］卢比的保证金，该保证

金无利息，并且在本协议终止90天之内退给客户服务点。

附件4

服务报酬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有权修改佣金和费用结构，但须提前5天通知客户服 

务点。

客户服务点获得的报酬基于其提供的两项主要服务：客户开户和客户服务

1. 客户开户

客户服务点每成功为一个客户开户就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具体规定由［代理

商网络管理商］告知客户服务点。成功开户需要完成下列各个步骤：

a. 通过手机成功完成了账户注册

b. 客户的账户激活工具进行了登记

c. 至少成功地存入了第一笔资金，最低金额为［xx］卢比

d. 正确填写了开户申请表，包括要求的开户文件

e. 在规定的处理时间内，申请处理中心收到了开户申请表和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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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点为客户提供小额存取款服务。客户服务点获得交易金额的一定比

例作为提供以上服务的报酬，具体规定由［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告知客户服

务点。

每月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之间为客户开户及提供服务的应得报酬，将在下

个月的第10天支付。

附件5

声明

客户服务点声明如下：

1. 客户服务点没有未决的刑事犯罪诉讼。本附录中所指的刑事犯罪不包括	

《机动车法》所涉案件。

2. 客户服务点没有按照印度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判决需要支付的债务。

3. 在过去10年，客户服务点没有被印度或其他法院判决破产。

4. 客户服务点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不良记录。

3. 代理商合同：巴西服务提供商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与［代理商］之间的代理协议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是一家私营法律实体，总部在xxx，在CNPJ/MF注册，

注册号码xxx，首席执行官xxx先生，巴西人，法律上单独设置业务总经理，RG 

xxx CRA/DF, CPF xxx，以下简称合同的甲方，［代理商］，是一家私营法律实

体，总部在xxx，在CNPJ/MF注册，注册号码xxx，法定代表人xxx先生，持有RG

身份证，号码是xxx，在CPF/MF注册，注册号码xxx，以下简称合同的乙方。

乙方应当提供1.1条款中所规定的服务内容，服务地点在xxx，商铺名称为	

［商铺名］。



122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代理合同（合同号2005/0018）1.2.8条款，是合同的甲方和［巴西银行］于

［日期］签订的，合同双方，依据国家货币委员会法案第3.110号和3.156号，

以及［日期］巴西中央银行第2.978号令，同意如下事项：

1. 目的

1.1 本合同的法律目的是从事代理职能，由乙方按照“［巴西银行］操作程

序手册”提供以下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

I. 接受并转报活期、定期和储蓄存款账户开户申请

II. 接受活期、定期和储蓄存款账户存款请求或支付请求

III. 按照现行的法规，根据与	［巴西银行］签订的服务协议提供存款、

支付和其他服务

IV. 代表［巴西银行］主动或被动执行支付要求

V. 接受并转报贷款和融资申请

VI. 接受并转报信用卡申请

VII. 执行收款服务

VIII. 其他与协议所规定的服务相关的管控服务，包括数据处理

1.1.1 为妥善履行代理职能以及执行本条款上面所述的各项服务，

有一些必要的程序，这些程序在“大众银行程序手册”中有

详细描述，后面简称“程序手册”，该手册应当由合同的甲

方提供，可以是纸质的版本也可以是在［巴西银行］网站上

的电子版本。

1.1.2 为了持续完善技术、操作和法律程序，甲方应当提前25天以

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要对程序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替

代或修改，并给乙方留出时间提意见，而不影响其继续提供

1.1.4条款中所规定的代理服务。

1.1.3 如果法律另有规定，前款所规定的25天可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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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如果前款规定的25天通知期过期了，而没有收到乙方的任何

反馈，并且代理业务还在继续的话，那么将认定乙方已接受

并认可了新的程序手册。

1.1.5 通过贷款合同获得的资金应当存在借款人与业务相关的活期

账户中。

1.1.6 通过融资获得的资金可以存在借款人与业务相关的活期账	

户中，或者根据［巴西银行］和商业公司之间的特定融资	

协议，通过借款人的活期账户转移到商业销售公司的活期账	

户中。

1.1.7 融资所获资金存入商业销售公司活期账户的时限应在本合同

的附件中予以规定清楚。

1.1.8 如果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主动办理金融机构的业务，乙方应

该按照1964年的第4.595号法律第7段第44条的规定受到处

罚，除非乙方提前获得了巴西中央银行的授权可以经营这些

业务。

1.1.9 本合同适用于合同双方明确达成一致的有关乙方的特定	

职责。

1.1.10 因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项目而产生的第三方和巴西中央银行

直接负债，应该全部由［巴西银行］承担。

1.1.11 1.1.10条款中所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免除乙方因未能履行	

（1）本协议（2）相关法律或巴西中央银行国家货币委员	

会发布的法规规定的有关义务时而产生的负债。

2.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2.1 乙方同意：

I. 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开展业务，保持排他性，不得作为任何

其他金融机构的代理，包括二级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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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用于安装提供服务所需的设备，以及满足甲

方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在设备安装日甲方按照“程序

手册”中的规定向乙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或者是［巴西银行］网站

上所规定的条件；

III. 严格按照每种产品以及“程序手册”中所规定或要求的条件和程

序，执行和处理交易；

IV. 按照相关法律罚则规定，乙方及其员工或代理商，要对其所了解

的、获得的，或者按照本合同规定与甲方分享的任何数据、材料、

具体细节、转移信息、文件、技术信息、商业信息、创新、改进，

完全和绝对地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转

移、销售、给予、利用、推销、披露、使用或透露给非本合同签署

者的第三方，包括本合同到期后，对于任何随后产生的损失或损害

都要继续承担责任；

V. 由于本身任何恶意、失职或疏忽而给甲方、［巴西银行］、客户或

第三方付款人造成的损失，要承担全部责任；

VI. 对于与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相关的所有信息、数据和文件，保证	

［巴西银行］可以完全地、无限制地获取；

VII. 对于与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相关的所有信息、数据和文件，保证巴

西中央银行可以完全地、无限制地获取；

VIII. 承担所有的人员费用和与雇佣合同相关或由之衍生的相关费用，按

照要求，作为一个常规程序，在任何诉讼—行政诉讼或司法诉讼

中---确认其完全承担相关的劳资、税收和社会保险相关义务；

IX. 因其员工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工作职责而发生的与工作相关的意

外，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所有的责任；

X. 参加甲方提供的培训，确保其员工具有所有必要的知识以履行其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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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允许在［巴西银行］和甲方的网站上披露乙方和甲方之间的合

作关系和乙方的地址，以及在其他媒体上披露双方的合作关

系，公开其代理商的身份；

XII. 在合同取消时，停止使用“［巴西银行］”的商标；

XIII. 告知甲方其因作为业务代理商而被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XIV. 在执行和处理交易中，发现任何反常现象，应当立即以书面形

式通知甲方；

XV. ［巴西银行］和/或甲方或许由于法律的要求不得支付合同相关

的费用，乙方应当向乙方负责执行处理交易的员工支付报酬和/

或承担费用；

XVI. 按照甲方要求对相关情况进行澄清；

XVII. 承诺仅限于在有效期内执行和处理本合同所规定的交易时使用

甲方提供的软件和硬件；

XVIII. 除非得到甲方明确的书面授权，乙方不得复制本合同规定的并

由甲方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软件和相关文件；

XIX. 在合同取消的情况下，完好归还甲方根据本合同提供的程序、

硬件和相关文件；

XX.	 确认收到银行发出的“程序手册”修改通知；

XXI. 根据“程序手册”，在“程序手册”所规定的期限内，直接向

［巴西银行］报告任何由于短款、长款而造成的差异、估值文

件的差异或疑似非法交易，以及［巴西银行］相关部门对现金

进行分析检查的情况；

XXII. 达到甲方所规定的目标；

XXIII. 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遵守礼貌、尊重对方、有服务意识、

做事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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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要遵守法律关于招收年龄低于18岁的职员的有关规定，不得让

他们从事晚上、危险或不健康的工作，不得雇佣低于16岁的员

工，实习生除外；

XXV. 遵守环境保护法，不破坏环境；

XXVI. 为保持合同双方的关系，乙方应当以自己的名字在［巴西银

行］中开一个存款账户；

XXVII. 如果乙方因为作为代理商而接到监管部门的通知、通告或处

罚，以及法律通知、通告、质询或传票，并且因法院判决而受

到处罚，其应当立即通知甲方；

XXVIII. 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缴税、缴纳相关费用、法律费用的

相关副本或完税证明；

XXIX. 配合巴西中央银行的检查工作。

2.2 乙方同意遵守与本合同中所规定的交易的执行和处理相关的、由巴西中

央银行国家货币委员会所发布的标准，包括与9.613/98法律相关的防止

和反洗钱的有关规定。

3.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3.1 甲方同意：

I. 按照本合同第7条和第8条所规定的内容，支付所欠款项：

II. 将任何交易执行和处理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告知乙方；

III. 按照［巴西银行］的指导材料，针对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提供培

训；

IV. 安装提供服务所必须的设备（微机、打印机和/或销售终端—POS

机、读码器和密码输入键盘等）；

V. 按照“程序手册”的规定，管理与乙方的关系；

VI. 提供和补充依照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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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更新依照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所需的、第IV款中所规定的设备；

VIII. 帮助安装由［巴西银行］提供的宣传和标志材料；

IX. 为提供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提供对电子设备的技术支持。

3.1.1 乙方应享有巴西保险承保的侵犯、盗窃特别险。

4. 金融资产的汇兑和结算

4.1 在本合同中，财务结算指的是因乙方所进行的收款和支付交易以及支票

存款而导致的现金资产。

4.1.1 按照1.1条款的规定，在执行这种交易时，乙方承担因本合同所

包括的业务而产生资产的忠实受托责任，直到这些资产被转移到	

［巴西银行］的分行或资金部门。

4.1.2 按照4.3款和4.3.1款的规定，如果不将现金汇出或未能将现金	

汇出，按照刑法第168条的规定，应构成盗用罪。

4.2 乙方应当按照“程序手册”的规定和甲方对于处理/交换的时间要求，	

每天将支票款项汇出。

4.3 按照“程序手册”的规定，甲方和乙方之间的财务结算应当在业务发生

后的第一个营业日完成。

4.3.1 在“程序手册”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前收到的款项应在当天汇出，

其他时间收到的款项应在第二天汇出。

4.3.2 如果财务结算业务没有按照4.3和4.3.1所规定的要求进行办理，	

［巴西银行］有权自动终止乙方代理业务，且无需提前通知。

4.3.3 如果违反了4.3和4.3.1的规定而延误汇款，应对乙方进行财务	

处罚：

(a) 根据国家货币委员会1986年5月15日公布的第1.129号决议的

规定，按照支付日当天的市场利率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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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取1%的罚息（每月百分之一）；

(c)	 根据逾期金额和支付日期计算的2%的罚金。

4.4 如果乙方未能按照4.3款所规定的要求进行财务结算的话，甲方有权拒绝

支付全部或部分欠乙方的报酬；

4.5 甲方应当通知乙方每天业务操作限额，如果超过了上述限额，乙方不得

继续进行交易。

5. 信息传递设备和系统

5.1 甲方应当把［巴西银行］提供的用于服务的设备——微机、打印机、销	

售终端（POS机）、读码器和密码键盘，连同必要的信息传递系统转交

乙方，乙方应认真核对并签署物品送交清单，并将签字清单作为合同的

附录。

5.1.1 乙方应对不当使用设备承担全部责任。

5.1.2 乙方应当像使用自己的设备那样保持设备的完好，并按照甲方的

要求正确使用设备。如果发现乙方因疏忽或不正确使用设备而导

致设备出现任何问题，乙方应当承担所有必要的维修费用。

5.1.3 甲方提供的设备只能用于提供本合同规定的服务之目的。

5.1.4 乙方同意正确使用设备，遵守程序手册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建

议，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正确使用设备，以便在合同到期时将设

备完好地归还甲方。

6. 禁止条款

6.1 乙方不能：

I. 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

II. 提前透支甲方即将拨付的资金；

III. 本应是作为中介机构开展业务，但是以自身的名义发行支付簿或	

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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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因提供本合同所规定的服务，而自作主张从终端用户那里收取费

用；

V. 在本合同所规定的业务中提供任何类型的担保；

VI. 利用本合同为任何金融业务进行担保；

VII. 在签订贷款或融资合同时，按照自己的操作流程，除非得到［巴西

银行］的授权；

VIII. 以第三方替［巴西银行］提供代理服务的名义，从第三方收取任何

款项，不论有何理由。

7. 报酬

7.1 乙方提供服务，甲方应当按照以下报酬表为乙方提供报酬。

活期账户—生效的	.............................................................................R$0.75 

活期账户—发卡	.................................................................................R$0.75 

代收［巴西银行］发行的支付单	.....................................................R$0.18 

从其他银行收取支付单	.....................................................................R$0.18 

代收水电费	.........................................................................................R$0.12 

夫妻寿险	.............................................................................................R$0.80 

个人寿险	.............................................................................................R$0.55 

更改密码	.............................................................................................R$0.10 

签订贷款合同	.....................................................................................R$0.10 

重新谈判贷款合同	.............................................................................R$0.10 

每年的免税声明	.................................................................................R$0.10 

现金和/或支票存款	...........................................................................R$0.10 

现金存款	.............................................................................................R$0.10 

发行DOC	............................................................................................R$0.10 

活期账户对账单	.................................................................................R$0.10 

贷款报表	.............................................................................................R$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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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社保资金	.....................................................................................R$0.10

小额电子取款	.....................................................................................R$0.10

磁卡提款	.............................................................................................R$0.10

重做磁卡	.............................................................................................R$0.10

7.1.1 双方同意，在合同期间，可以改变上面的服务收费标准，无需对

合同进行修改。	

7.1.2 对于乙方提供的服务，甲方应当按照商定的价格按月支付相应的

报酬。

8. 报酬的支付

8.1 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交易记录，时间不迟于交易执行和处理发生后的下

个月的第二个工作日。支付不得晚于每月的第15天，或者下一个工作

日，并贷记乙方在［巴西银行］某分行的活期账户。

8.1.1 如果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交易记录存在问题，经与系统产生的监

控报告相比较，其应当在收到交易记录信息的3个工作日内将交易

记录返给乙方，以进行必要的修改，修改内容应当在返回的文件

中明确说明，但是不能改变8.1条款中所规定的付款最后期限。

9.	保密

9.1 乙方声明其熟悉银行保密法，特别是1964年12月31日颁布的4.595号法

律，和1986年6月16日的第7.492号法律第18款，并承诺其自己、代理商

和员工针对按照本合同自愿和非自愿所接触、了解的所有业务、不对外

公开的结果和分析、［巴西银行］及其客户的信息、数据、材料和文件

保守机密，同意不泄露、交流或利用这些信息、数据、原材料和文件，

从而避免给甲方及［巴西银行］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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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纳税

10.1 目前征收的税收，或者是按照本合同规定将来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税

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由负责缴税的一方负责。

11. 劳资诉讼

11.1 双方是独立的实体，在本合同中，双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不论是

雇佣合同、社会保险，还是商业或公司等性质的关系，对于其员工提

起的任何劳资诉讼，乙方担负完全责任。

12. 本合同及附件期限

12.1 本合同的有效期为12个月，从签署合同之日算起，服务只能在获得了

巴西中央银行的授权之后才能开始。在合同结束时，如果合同双方无

异议，合同的期限将自动延期12个月，无需对合同进行修改，合同期

限按照12.1.1条款计算。

12.1.1 本合同的期限直接与代理职能第2005/0018号的期限相关，	

该协议及附件是甲方和巴西银行在2005年12月29日达成的。

12.1.2 如果出现未能遵守或违反了“程序手册”的违法或违背	

合同行为，那么就可以取消该合同，有过错的一方要对损失

负责。

12.1.3 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取消该合同，应当以正式的书面形

式，并由有关利益相关方确定后至少提前30天通知，或者只

要双方同意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取消合同。

12.1.4 取消合同也可以是单方面行为，应当是书面的正式通知，	

并且要提前60天。

12.1.5 如果取消合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第一笔交易经过	

180天之后，乙方一年内不得向另外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如

果违反此规定就要进行罚款，罚款金额等于合同期间全部收

入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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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甲方可以因其他非法律或合同的原因取消该合同，而无需法

定或非法定通知，如：

I. 乙方是司法或庭外清盘的主体，或者正在向法院申请破

产或民事清盘；

II. 乙方停止提供服务超过15天；

III. 乙方是法律诉讼或税务诉讼的主体，无法履行其职责；

IV. 乙方无法跟进相关机构，包括巴西中央银行在内的权威

机关推广的新的操作程序/系统；

V. 巴西中央银行采取限制措施，使得甲方无法按照双方签

订的代理合同行使［巴西银行］代理商的职能；

VI. 巴西中央银行采取限制措施，使得乙方作为［巴西银

行］的代理商无法履行职责；

VII. 乙方在履行其义务过程中以及与［巴西银行］的用户和

消费者签订的协议中，不遵守法律规定，特别是消费者

保护法律；

VIII. 权威机构禁止代理商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举措；

IX. 乙方未能达到甲方规定的目标。

12.1.7	 如果［巴西银行］和甲方之间的合同取消，那么从取消的那

一刻起，按照［巴西银行］的决策，二级代理商可以转移给

其他甲方。

13. 商标

13.1 乙方同意满足甲方提出的关于［巴西银行］商标的有关要求，具体	

如下：

I. 严格遵守“程序手册”中规定的有关［巴西银行］商标的基本

要素的要求，如图案、标志、商标、类型、风格和颜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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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巴西银行］的商标仅用于在提供代理服务目的之广告中，禁

止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III. 为了保护［巴西银行］商标的信誉，禁止以下用途：

a. 任何非法或禁止的活动；

b. 与投机相关的任何活动，除非有法律监管的；

c. 任何被认为是不光彩或不诚实的活动；

d. 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活动；

e. 与政党相关的活动。

IV. 如果第三方未经授权使用［巴西银行］的商标，乙方一旦发现

应当通知甲方；

V. 不得与其他金融机构或竞争性企业的形象或商标混合使用；

VI. 如果在非商标所有人提供的材料上使用［巴西银行］的商标，

乙方应当通过甲方向［巴西银行］提前提出申请；

VII. 遵守“程序手册”中关于标志使用的有关规定，保护有关标志

处于良好状态，如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应当通知甲方；

VIII. 进行相关安排，对促销材料进行更新，与［巴西银行］提供的

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销售战略保持一致，这些材料都是由银行提

供的，并经甲方提供给乙方。

13.1.1 乙方可以使用［巴西银行］的商标、徽标或其他特殊标

志，并不意味着乙方获得有关的权利。

13.1.2 乙方应当赔偿［巴西银行］任何由于其不当使用［巴西

银行］的商标而导致［巴西银行］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所

有权而发生的损失、负债和费用（包括律师费）。

13.1.3 如果在非［巴西银行］提供的广告材料上使用［巴西

银行］的商标，乙方应当向甲方提出申请，并由甲方向	

［巴西银行］申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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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安全

14.1 乙方应当记录其操作员工的行为（包括那些有权使用设备传递或处

理保密信息的人）。这些信息除了所有交易和咨询信息之外，还	

包括：

I. 交易处理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II.	 进行交易人员的身份安全信息。

14.2 乙方要确保定期检查操作员的活动记录——出纳磁带、授权文件和

现金。

14.3 如果出现差错，乙方应当向甲方报告，甲方应当进行纠正。如果	

差错与数据处理或通讯系统有关，该报告信息应当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I. 没有完成的交易；

II. 交易所涉及的客户；

III. 有问题的金额，如果有的话；

IV. 错误信息；

V. 代理协议号码；

VI. 代理商号码。

14.4 甲方应当派认证员工到乙方去进行例行检查，检查前应通知乙方，

乙方应允许甲方或服务提供商的检查人员入内。书面检查通知应当

提前送达，并且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信息：

a) 检查人员的姓名

b) 检查人员的雇主

c) 检查人员的职位

d) 地址（实体及电邮）及联系电话

e) 检查的目的

f) 检查人员可以进入的内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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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如果有任何“J”钥匙的使用者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或者其雇佣合同

被取消，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乙方应当立即取消其使用“J”钥匙

的权利。

14.6 能接触信息的乙方员工必须与乙方签订包括保护机密信息条款的雇

佣合同。没有合同的临时工作人员和服务提供商应当在接触信息之

前与乙方签订保密协议。

15. 处理差错

15.1 在乙方处进行的交易，如在交易处理过程中如发生差错，应当立即

报告甲方，甲方应当在最多不超过48小时之内提供解决方案，时间

从乙方记录的该差错发生时间开始计算。

15.2	 有些本合同没有规定的程序，但是对于交易的执行和处理是必要

的，要经双方讨论并同意。

16. 一般规定

16.1 乙方应当在明显的位置上张贴标志，向公众表明：按照国家货币委

员会2003年7月31日颁布的3.110号决议，其为［巴西银行］提供代

理服务，并应当清楚地表明，其只是为甲方提供服务，按照甲方的

授权进行业务活动。

16.2 乙方应当在甲方提出要求时，向其出示其定期缴纳税费、法律费用

或完税证明有关文件，以表明其履行了纳税义务。

16.3 甲方应当对乙方的内部操作、交易处理和履行乙方代理商职能相关

的所有必要业务活动进行监管，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应当让［巴

西银行］可以直接进入乙方提供服务的程序，调用乙方的交易文

档、文件。

16.3.1 ［巴西银行］关于交易执行和处理的所有请求、投诉、要求或

评价都应当以书面的备忘录形式送达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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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如果某些交易明显与“程序手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程序不

符，甲方可以要求暂停这些交易的执行和处理。

16.4 由于本合同中规定的交易的执行和处理出现错误而给合同一方或第

三方造成损害，合同双方应当对合同另一方或第三方承担财务责

任，包括由于员工罢工或欺诈等原因。

16.5 对于错误行为的纠正，目的是要修复对双方造成的损失，或合同一

方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应当基于服务执行监控系统所产生的报告

的分析，并且应当由甲方和乙方的代表来进行。

16.6 损失的责任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让相应的责任人负责赔偿。	

责任人应当在接到书面通知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偿付，也可以用电

子转帐。

16.7 乙方应当在以下情况发生24小时之内通知甲方，包括乙方公司章

程、公司目标和架构、地址的变更、总部或分支机构关闭、乙方的

分支机构执行和处理本合同规定的交易的变化，以便甲方及时将以

上情况告知［巴西银行］。

16.8 合同双方不使用本合同中规定的权利或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不构成

放弃该权利，也不意味着放弃将来采取行动的权利。本合同中的所

有手段都是累加的，而非选择性的，包括与法律规定相关的一些	

手段。

16.8.1 本合同、“程序手册”以及相关的修改构成相关服务的唯一有

效文件，并且应当优于任何以前确定的其他理解或双方之间的

协议，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16.8.2 除第7款中规定的报酬表以及第12款规定的有效期限之外，	

本合同条款只能通过合同修改来改变，并且要双方签字，且需

提前报［巴西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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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指定戈亚尼亚法院负责解决与本合同相关的争议，不管其他任何地

区的法院是否享有特权。

16.10 本代理合同应保存在［巴西银行］并且巴西中央银行可以随时获

取，甲方的总部和分支机构及乙方都保留一份经鉴证的副本。

合同双方同意以上条款正确无误，在以下人员见证下签署本合同，一式三份：

签署［地点］，［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商］

见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CP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CP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巴西银行］-同意方

（按照国家货币委员会2003年7月31日第3.110号决议第三段第4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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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服务地点列表

CNPJ (联邦税务代码) 商号名称 详细地址

xxxxxxxxxxxxx ［商店名称］ ［地址］

4. 代理商申请表：巴西服务提供商

代理商申请表

［巴西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营业信息

营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国家登记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注册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营业执照：	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街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_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__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网站：（	）有（	）无

证明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

［巴西银行］分支机构信息

分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活期账户：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 法人国家登记号卡片
❑ 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修订
❑ 州注册卡片
❑ 营业执照
❑ 身份证和纳税人登记号
❑ 地址证明
❑ 活期账户证明（支票、账单等复印件）

传真：xxx xxxx.xxxx-圣保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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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理商市场营销材料：巴西代理商网络管理商

我想了解（如何成为代理）

什么是代理

代理是一个有附加价值的产品，它可以通过提供各种交易，使商业机构吸收银

行网点用户的需求，例如：

•	代收公用设施账单（水费、电费、电话费等）

•	代收银行发行的付款凭证

•	开立［巴西银行］的活期账户* 

•	给［巴西银行］的活期账户持有人提供贷款*

•	［巴西银行］活期账户的提款和账单服务*

•	提取社会保险金*

•	为［巴西银行］客户提供取款及余额查询服务*

成为代理有什么好处

代办［巴西银行］的业务可以为你的业务及客户提供很多好处，使你在与同行

竞争中胜出。

您能获得的好处：

•	增加客户流量

•	扩大产品销售量

•	可能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	建立客户忠诚度的工具

•	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	代表［巴西银行］，一个承载了200多年传统的品牌，可以为您增加信誉度。

您的客户能获得的好处：

•	在离家或工作单位更近处支付账单

•	服务时间更加灵活

•	更多的支付方式选择

•	将银行服务和购物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

•	享受更简便的金融服务

* 营业至少有90天的的商铺可以从事此交易，需要［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巴西银行］和	

［巴西中央银行］的预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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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没有费用，不需要收入证明

•	享受以月息2%利率借款的机会

•	［巴西银行］的客户可以查询余额，最大提款额达到500里亚尔。

有80%在代理商处支付账单的人至少购买一件商品。具体见网址 

（http://www.bndes.gov.br/SiteBNDES/bndes/bndes_en/Institucional/Publications_

and_Presentations/international_bulletin.html）。

［巴西代理商网络管理商］提供哪些设备、物资和资源？

［巴西代理商网络管理商］将提供代理服务所需的贷款及设备。

•	POS机—每月可以处理将近3000笔交易；

•	个人电脑——商铺使用的设备，每月可以处理将近3000笔交易

•	POS机和个人电脑专用磁带

•	表格

•	为操作员提供培训

•	0800媒体

•	在网站上为您的商铺做广告

•	100%防盗防抢劫

•	开始每天营业限额3500里亚尔，包括本票1

•	标志，例如牌匾、横幅、粘贴标签和文件夹2

报酬及奖金

［代理商网络管理商］的代理商会根据服务表现得到适当报酬和奖金。但是，

这不是成为代理商的最主要的吸引力。进行合作的目标在于增加商铺的客	

流量、增加销售额。

这种现象被称作额外销售。

成为代理商的前提条件

潜在的代理人必须要满足代理商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例如：

•	商业企业

•	企业的法人国家登记号是没有限制的

•	合作伙伴的个人注册信息是没有限制的

1 每日营业限额指的是商家每天持有的现金最高额度。
2 只提供库存中有的材料。

http://www.bndes.gov.br/SiteBNDES/bndes/bndes_en/Institucional/Publications_and_Presentations/international_bulletin.html
http://www.bndes.gov.br/SiteBNDES/bndes/bndes_en/Institucional/Publications_and_Presentations/international_bullet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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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表

支付给代理商的总费用表

服务项目 支付给代理商的总费用

508活期账户对账单 R$0.10

511更改密码 R$0.10

激活卡片 R$0.75

539 OCP账单请求 R$0.10

552活期账户结算 R$0.75

613活期账户余额 R$0.10

521复制卡片 R$0.10

532贷款合同 R$0.10

544重新谈判合同 R$0.10

601卡取款 R$0.10

602支付社保金 R$0.10

603支付取款或收款 R$0.10

616活期账户取款 R$0.10

501代收公用事业账单支付款 R$0.12

502代收[巴西银行]支付凭证 R$0.18

503代收其他银行支付凭证 R$0.18

506现金存款 R$0.10

507现金/支票存款 R$0.10

奖金表

设备 业绩 交易3 奖金4

POS机

一般 >500 5.00%

好 >1,500 7.50%

很好 >2,500 15.00%

设备 业绩 交易* 合同奖金** 实际奖金

电脑

一般 >2,250 8.33% 11.11%

好 >3,500 16.67% 16.67%

很好 >5,250 25.00% 22.22%

3 包括公共事业缴费和银行发行的付款凭证。
4 办理公共事业缴费和银行发行的付款凭证业务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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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西银行]的合法账户，信用限额经批准（风险A、B或C）

•	以指定每日营业限额为金额的本票

•	有可以通过0800频道连接POS机的电话线

必要的文件

•	法人国家登记号（公司纳税人）卡

•	公司章程以及最近的补充条款

•	合法账户证明

•	业务和居住地址的证明

•	州注册号码（非限制性的）

•	市注册号码（非限制性的）

•	合作伙伴的CPF（纳税人登记号）和RG（身份证）副本

其他义务和要求

•	每天去［巴西银行］汇款

•	按照指定日期到［巴西银行］取送保险箱

•	按照程序手册进行操作

•	根据业务的业绩表现，每月把5.5%-6.5%的报酬收入放入流动资金库

•	每月支付保险费，如下表所示：

LOD

从 到 全部保费 折扣5 最终保费

0.00 3,500.00 9.99 0.00 9.99

3,500.01 4,999.99 19.99 7.00 12.99

5,000.00 7,499.99 29.99 14.00 15.99

7,500.00 9,999.99 39.99 20.00 19.99

10,000.00 12,499.99 49.99 25.00 24.99

12,500.00 999,999.99 59.99
30.00

29.99

（照片）

联系我们［电话号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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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控工具

6a. FINO仪表板工作表

FINO利用Excel格式的仪表板工作表来管理现场员工。这是一个在线工作表，

可以实时更新和修改。该表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用于跟踪社区协调人（BC）的情况，社区协调人负责招募和管

理代理商。表上的颜色代表了员工出勤的情况，每个社区协调人每天早上向专

用的电话号码发送短信，说明是否已经离开家，是否在去工作地点的路上。

•	绿色—社区协调人9点之前签到

•	黄色—社区协调人9点半之前签到

•	粉色—社区协调人10点半之前签到

•	红色—社区协调人没有到岗

很明显，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操纵，但是FINO的目标并不是要获得完

美的信息。发送短信行为本身就是在巧妙地提醒员工的责任。如FINO所说，	

“你不能永远说谎”。FINO可以根据缺勤规律找到表现最差的员工。其后的关

键是跟进。FINO总部的一些员工会给那些懈怠员工打电话。

点击表上显示的社区协调人的名字就能显示出第二层次的细节来，包括他们

的手机号码。

•	社区协调人所负责的代理商的数目

•	代理商名字

FINO仪表板工作表：第一层次

项目 SBI (Karnataka)

区域 Ramnagar Hosakote Doddaballapur

社区协调人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 社区协调人名字社区协调人名字



144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	每周到代理商店里进行结算或运送现金的日期和时间

•	员工的手机号码，以便总部员工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员工与其讨论其表现

•	员工身份号码

•	填写评语空间，记录人力资源针对表现好/坏的员工采取的行动

第三层次考虑多个数据点，将社区协调人分为五组：很好、好、一般、差和

很差。分数（最高140分）被分配和转换成微笑符号（1到5）以方便FINO员工

进行识别。评分标准是出勤情况、每周两次造访代理商的数目、代理商每周交

易数量、客户平均存款额、达到“黄金”状态（每月收入超过2000里亚尔）的

代理商数目。

6b. Top Image和M-PESA报告

第5.5节介绍了Top Image业务开发代表考察M-PESA代理商时使用的监控工具。

信息首先记录在日志本中。

业务开发代表当天的所有考察都记录在Excel工作表中，其中内容要比高层

次的现场日志本更为详细，包括每天取款、存款及新客户登记等交易的平均数

目以及电子货币和现金数量。它还包括业务开发代表要检查的17项营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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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职责说明范例

以下是三个工作职责说明及所需资格范例。两个来自于肯尼亚的M-PESA，一个

来自于南非的M-PESA。

7a. 肯尼亚M-PESA销售部主任

向新产品部的总经理报告，该岗位负责提高M-PESA产品销售额。具体职责包括

制定和实施M-PESA销售战略，旨在增加产品的使用、联系和收入。该岗位还负

责管理M-PESA广大的代理商网络及相关活动。

职责包括：

扩大M-PESA的销售业绩

•	制定并执行M-PESA的销售战略

•	管理M-PESA的销售预算

•	提高M-PESA的交易收入

管理重要客户

•	招募非传统的零售店铺

•	根据渠道的不同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市场营销计划

•	管理新招募的渠道账户的整体操作，确保符合渠道协议的要求

•	开发和执行有效的零售渠道营销计划

•	在销售渠道内制定和执行有效的促销活动

管理代理商网络和行政事务

•	在招募M-PESA代理商时进行监管，包括Safaricom交易商、非交易商、新的

M-PESA代理商和业务

•	识别代理覆盖范围在全国存在的缺口，并采取纠正措施，以确保代理商网络

的质量

•	监控代理商的绩效

•	与代理商的交易员就合规情况、非正常情况和业务计划进行沟通

•	为M-PESA商家和招聘活动塑造恰当的品牌形象



148 代理商管理工具箱

领导和管理

•	储备人才，激励和影响其他人建立一个高效的团队

•	教导、带领和培训团队内的人员

•	积极监控团队的主要业绩指标

•	提倡开放的氛围，鼓励团队成员听取他人意见

•	制定和管理团队的预算

理想的候选人应当具有下列技能和资历

•	销售或市场营销本科学历，有销售和市场营销的硕士学位更好

•	具有至少10年以上的实际销售管理经验，至少5年的管理岗位而且最好是在

快速消费品公司担任过管理职务

•	具有在地区或全国分销网络的成功管理经验

•	必须掌握微软办公应用软件

•	工作有条理、品德优秀、注重细节

•	良好的沟通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和谈判技能

•	良好的计划和组织能力，良好的商业意识

•	有能力影响利益相关方、同行和Safaricom管理委员会，并提出建议

•	良好的解决问题能力、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

•	信誉良好、注重大局

•	良好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技能，具有评价和培养员工的经验

7b. 肯尼亚M-PESA地区销售经理

M-PESA的地区销售经理向肯尼亚西部大区销售经理报告工作，并且负责对其区

域内的代理商和二级代理商进行有效管理，发展代理/二级代理业务，以确保该

区域内可以获得M-PESA的服务。

主要职责

•	通过有效执行市场渗透战略，促进销售增长

•	根据确定的目标监控电子货币和现金的数量

•	通过招募代理商和完成销售目标，确保达到预定的收入目标

•	定期对网点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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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商铺按照Safaricom的标准执行品牌战略

•	准备、计划和执行地区销售规划，以确保M-PESA服务的市场渗透及可获	

得性

•	根据规定的程序和指引对代理商员工进行培训

•	编制每周、月度、季度和年度业绩差距报告，并计划采取的行动

最低要求

•	知名大学毕业，具有商业相关领域的学位

•	5年贸易领域工作经验，最好具有快速消费品/电信行业经验

•	管理重要客户的能力

•	具有规划路线、策划促销和新项目的第一手经验

•	具有熟练的培训、拓展和评估技能

•	良好的组织和决策能力

•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技巧

7c. 南非M-PESA大区销售经理

在本地区销售人员和业务资源的支持下，该岗位通过对M-PESA分销网络进行有

效管理，负责发展M-PESA的客户，达到收入目标。

目标

•	通过代理商交易，在指定地区实现M-PESA产品的收入目标

•	为指定地区的代理商制定客户开发和金融交易目标

•	识别M-PESA覆盖范围上存在的差距，并招募合适的商家

•	管理M-PESA分销网络的经营

•	给新招募的网点提供初期支持，使其成为合格的M-PESA网点

•	对网点用户体验提出反馈和改进意见

•	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指引对代理商员工进行培训

•	有效管理销售点和营销材料，用于网点品牌建设

•	管理区域内的销售人员队伍，按照设定的销售目标与销售队伍签订协议

•	编制每周、月度、季度和年度业务及管理报告

知识要求

掌握手机银行转账服务知识

商业和金融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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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经营

项目管理

微软办公软件（如Word, Excel, PowerPoint）

管理销售/市场营销和目标的专业知识

主要任务

管理运营

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经营绩效

管理项目

编制报告

维护关系

评估建议

个人品质

具备主人翁精神，恪守承诺

有韧性

关注细节

能动性、机敏

按时高质完成任务

适应能力强

积极主动

具有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工作的能力

结果导向

资格

高中会考（12级）

三年大专学历（商业、金融、商业管理、市场营销或项目管理）

经营

至少5年销售经验（最好是零售）

具备金融从业经验更佳

具备人事管理经验更佳

自有交通工具

有效的南非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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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代理商佣金

8a. 巴西银行的代理商佣金

服务项目 代理商佣金额（美元）

活期账户对账单 0.06

更改账户密码 0.06

激活卡片 0.44

综合对账单（所有银行账户） 0.06

激活大众银行（Banco Popular）的活期
存款账户

0.44

查询巴西银行的活期账户余额 0.06

重新发卡 0.06

签署贷款合同 0.06

重新谈判贷款合同 0.06

用卡片取款 0.06

支付社会保险金 0.06

支付无车票（boleto）账单或公用设施
账单

0.06

从账户取款 0.06

代收水电费 0.06

代收车票款 0.10

现金存款 0.06

支票存款 0.06

另外，巴西银行的代理商如果当月交易量突出，可以获得奖金。根据他们是

有POS机（小代理商）还是个人电脑（大代理商）分为两种类别。

代理商奖金（巴西电信）

设备 种类 # 交易/月 奖金

POS机

中 500+ 5.00%

高 1,500+ 7.50%

很高 2,500+ 15.00%

个人电脑

中 2,250+ 8.33%

高 3,500+ 16.67%

很高 5,25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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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邮政储蓄银行的代理商佣金水平

代理商是由邮政公司支付佣金的，邮政公司集中招募和管理代理商。

服务项目 代理商佣金（美元）

申请信用卡 1.60

银行开户 16.20

使用卡片从任意账户取款 0.80

提交贷款申请 12.80

向储蓄账户或支票账户存款 1.20

支付账单（水电费等账单） 0.50

支付账单（其他） 0.70

审批贷款 12.80

支付税款 0.70

支付支票 1.50

储蓄或支票账户账单 0.70

支付养老金或其他福利 0.70

8c. Caixa Economica的代理商佣金

服务项目 代理商佣金（美元）

账单支付 0.21

社会保险 0.20

开户 0.22

8d. FINO的代理商佣金

服务项目 代理商佣金（美元）

每月的补贴和交通补贴 随交易数量而变化，	

平均每月20美元。

开户 0.10

存款/取款交易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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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 EKO的代理商佣金

服务项目 代理商佣金（美元）

开户 0.67

存款/取款交易 交易金额的0.30%

8f. 肯尼亚 M-PESA的代理商佣金

服务项目 档次(美元) 
代理商佣金（美元） 

扣除税和汇总网点的佣金

开户 $0.63

存款

$1.25–31.25 $0.08

$31.26–62.50 $0.08

$62.51–125.00 $0.12

$125.01–250.00 $0.16

$250.01–437.50 $0.32

取款

$1.25–31.25 0.12

$31.26–62.50 0.20

$62.51–125.00 0.28

$125.01–250.00 0.47

$250.01–437.50 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