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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争议处理委员会办公室编             2018年 1月 18日 

 

编者按：为提升二维码支付业务体验，中国银联争议处理委员会办公

室梳理分析了近期机构反映较多的持卡人 APP 与商户交易状态信息不一

致问题，形成了《差错争议处置最佳实践》。现予以发布，供相关发卡机

构、收单机构、应用服务方在异常交易纠纷处置过程中参考使用。 

 

 

 

【典型问题】 

近期，部分机构反映银联二维码消费交易中存在“系统超时未打单，

但持卡人 APP显示交易成功”的问题。由于 APP与商户侧信息不一致，易

引发纠纷升级，影响支付体验。 

【原因分析】 

“系统超时未打单，但持卡人 APP显示交易成功”问题主要发生于银

联二维码被扫交易中。二维码交易信息经银联转接后，银联系统会同步向

收单系统和持卡人 APP发送交易通知，在此过程中，如因通讯或系统故障

等原因，收单侧信息接收失败或延迟，便会引发“系统超时未打单，但持

卡人 APP显示交易成功”情况。 

按照相关规则，收单侧 60秒内未收到应答信息，应触发冲正交易，

冲正后原消费交易不会参与清算。此时，持卡人 APP 虽收到交易成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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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其银行账户大部分情况下并不会被扣款。 

【错账类型】 

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可能面临两类账务纠纷。 

一是如以商户信息为准，商户不交付商品,则一旦冲正出现异常，会

导致商户长款。 

二是当如以持卡人 APP为准，商户交付商品，则一旦正常发起冲正，

会导致商户短款。 

【最佳处置流程】 

一、现场处置流程 

步骤 1、持卡人与商户确认交易状态 

（1）持卡人确认 

A、通过 APP确认交易状态。持卡人可通过 APP确认交易状态。以“云

闪付 APP”为例，持卡人可通过“我的-我的订单”查询相关交易是否被冲

正。若被冲正，则交易资金已返还持卡人；若无冲正信息，可提示商户通

过终端进一步确认。 

B、通过拨打客服热线确认交易状态。持卡人可拨打发卡银行或中国

银联客服热线确认交易状态。以拨打中国银联客服热线为例，持卡人可请

客服查询交易是否被冲正。若被冲正，则交易资金已经返还持卡人；若无

冲正信息，可提示商户通过终端进一步确认。 

（2）商户确认 

商户可在具备查询功能的智能终端查询末笔交易状态；也可尝试再次

打印末笔交易签购单，打单成功即为交易成功。 

商户操作后仍无法确认交易状态的，进入步骤 2。 

步骤 2、商户与持卡人协商 

建议商户优先引导持卡人再次支付成功后交付商品或服务。 

（1）持卡人同意再次支付的，支付成功后交付商品。商户应与持卡

人互留联系方式，告知后续若多收到资金将及时返还，持卡人确认被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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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也可及时联系商户。 

（2）持卡人不同意再次支付且不坚持提货直接离店。商户应当与持

卡人互留联系方式，告知后续若收到资金将及时返还，持卡人确认被多扣

资金也可及时联系商户。 

（3）持卡人不同意且坚持提货。商户在财务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可交

付商品。同时，商户应当与持卡人互留联系方式，告知持卡人后续若未收

到资金，将通过发卡银行补扣。 

为保障后续潜在账务纠纷高效处理，建议交易现场协商确定处置方式

后保留书面凭证，见步骤 3。 

步骤 3、保留书面凭证 

收银员可现场手写书面凭证，由持卡人及商户签名后各执一份。书面

凭证至少包含商户名称、交易时间、交易卡号（或付款凭证号）、交易金

额等信息，并注明商品交付细节： 

（1）持卡人再次支付成功后提货的，注明“再次支付成功后交付”。 

（2）持卡人未再次支付且不提货的，注明“未交付”。 

（3）持卡人未再次支付且提货的，注明“已交付”。 

若有其他商户认为必要的情形，还可以协商并记录其他信息。 

商户可以设计模板（可参照附件 1）并预先打印备用。 

后续商户发现长款或短款的，进入账务处理流程。 

二、账务处理流程 

（一）商户侧处理流程 

步骤 1、与持卡人沟通 

A、持卡人再次支付后提货或未再次支付且未提货，商户发现交易成

功并长款（一般为交易当天或第二个工作日），应及时联系持卡人告知情

况，持卡人可以选择再次提货，也可选择由商户返还资金。持卡人选择返

还资金的，进入步骤 2。 

持卡人联系商户告知上述情况的，处理方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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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持卡人未再次支付且提货，商户发现交易被冲正并短款（一般为

交易当天或第二个工作日），应及时联系持卡人告知情况，商户可请持卡

人再次支付，也可请持卡人配合在账户保留足够资金以便后续商户通过发

卡银行补扣。商户通过发卡银行补扣资金的，进入步骤 2。 

持卡人联系商户告知上述情况的，处理方案相同。 

步骤 2、收单机构处理 

A、商户长款且持卡人选择返还资金的，商户应及时告知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核实发卡机构未退单后，尽快完成贷记调整（一般不超过 3个工

作日）。贷记调整原因码可参考 9601。 

B、商户短款的，商户应及时告知收单机构并提供持卡人签字的书面

材料或说明。收单机构应于原始交易后 30日内尽快发起托收请款。托收

请款原因码可参考 9654。 

C、收单机构收到发卡机构退单的，应及时向商户核实是否存在长款

且未提交贷记调整。发卡机构退单有误的，收单机构可提交后续差错争议

流程。 

（二）持卡人侧处理流程 

步骤 1、与商户沟通 

A、持卡人再次支付后提货或未再次支付且未提货，持卡人发现被多

扣资金的，可联系商户要求返还，也可以向发卡银行求助。选择向发卡银

行求助的，进入步骤 2；其余情形参照商户侧处理流程。 

B、持卡人未再次支付且提货，持卡人发现未被扣款，可联系商户补

扣，也可以联系发卡银行处理。选择联系发卡银行处理的，进入步骤 2；

其余情形参照商户侧处理流程。 

步骤 2、发卡机构处理 

A、持卡人被多扣资金的，发卡机构应核实收单机构是否已发起贷记

调整。持卡人再次支付的，应核实现场全部交易是否均未贷记调整或退货；

持卡人未再次支付的，应核实是否原始交易未贷记调整或退货。收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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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贷记调整或退货的，可发起退单。退单原因码可参考 4502、4512或 4806。 

B、持卡人被少扣资金的，发卡机构应核实收单机构是否已经发起托

收请款。未发起托收请款的，发卡机构可发起例外长款。例外长款原因码

可参考 9706。 

【工作建议】 

一、发卡机构 

（一）提升客户服务质量 

1、提高持卡人响应速度。持卡人通过电话查询相关交易状态时，发

卡机构客服能做到交易状态实时查询并反馈。 

2、同步做好持卡人解释安抚。经确认交易失败或冲正的，应及时告

知持卡人资金安全、交易未被扣账。其余情况尤其是仅有交易成功信息、

无冲正记录时，引导持卡人以商户交易状态信息为准，并引导持卡人请商

户进一步确认交易是否成功。 

（二）合规互助处理差错 

1、审慎实施退单操作。发卡机构在退单前和持卡人确认是否已通过

其他途径获得商户回退资金。交易现场再次支付的情况下，需确认全部交

易是否均未提交过贷记调整。 

2、协助做好托收情况处理。发卡机构在收到托收请款时，应及时向

持卡人核实，最大限度避免收单机构合法权益受损。 

二、收单机构 

（一）强化收单系统性能 

“系统超时未打单，但持卡人 APP显示交易成功”的问题在根本上是

由于系统不稳定造成的，建议收单机构加强系统建设，提高系统稳定性，

确保商户机具及时准确接受交易状态信息。 

（二）及时提交差错处理 

1、建议收单机构在商户短款时按照规则及时发起托收请款，最大限

度维护商户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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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收单机构在收到发卡机构退单后尽快核实，避免持卡人重复

受偿。例如，收单机构是否在发卡机构退单前已就相关交易发起过贷记调

整或已通过其他手段完成资金返还。 

（三）指导商户做好现场异常交易处置 

无论现场如何处置，信息沟通均极为重要，事后及时沟通更是商户服

务水平的体现。建议收单机构加强商户培训，确保商户在问题出现时能够

做好持卡人安抚工作，并在后续发现长款或短款时及时与持卡人沟通处理。 

三、应用服务方 

（一）增强系统性能 

应用服务方系统问题也可能导致“系统超时未打单，但持卡人 APP显

示交易成功”的问题，建议应用服务方重视系统建设，提高系统稳定性，

确保信息及时准确上送。 

（二）完善查询功能 

为服务持卡人在交易现场及时确认交易是否被冲正，建议应用服务方

及时推送交易信息，尤其是冲正、撤销等信息，并在 APP中向持卡人提供

查询该等信息的通道，避免纠纷升级。 

 

 

附件：1.银联二维码异常交易凭证（参考模版） 

   2.二维码支付商品交付类纠纷处置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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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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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易异常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商户名称  

交易卡号（前六

后四）或付款凭

证号 

（例：622222*1234） 

交易金额  欲购商品  

商品或服务 

是否交付 
□ 已交付              □ 未交付             □再次支付成功后交付 

备注 

（其他必要信息） 
 

持卡人签字 

及联系方式 
 

商户签字 

及联系方式 
 

说明： 

1、此凭证仅在“系统超时未打单，但持卡人 APP 显示交易成功”时填写使用。 

2、此凭证填写项目由商户与持卡人协商决定。 

3、此凭证一式两份，由持卡人与商户各执一份，作为后续纠纷处置依据。 

4、付款凭证号是二维码交易的唯一编号，持卡人可通过 APP查询。以云闪付 APP 为例，付款凭证号的查询路径为：“云闪付 APP—我的—我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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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持卡人APP显示交易成功
但商户机具超时未打单

向持卡人告知情况，不交付商
品或再次支付成功后交付商品

交易成功后交付商品或服务

告知持卡人，商户若收到资金
将及时返还；持卡人也可主动
联系商户或向发卡银行投诉

不交付商品或服务 交付商品或服务

保留书面凭证

告知持卡人，若商户未收到资
金，将通过发卡银行补扣

持卡人选择返还资金的，
及时告知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及时发起贷记调整

商户告知收单机构，
提供书面凭证

收单机构及时发起托收请款

持卡人向发卡机构投诉

发卡机构发起退单等流程

异
常
情
况

商
户
处
置
流
程

发
卡
机
构
处
置
流
程

收
单
机
构
处
置
流
程

持卡人选择再次支付 持卡人选择不交付商品
持卡人坚持不再支付且要求提

货

明确商户长款，联系持卡人并
协商处置方案

明确商户短款，联系持卡人并
请其配合补扣资金

保留书面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