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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umio

全球行業領袖
端到端 eKYC/
反洗錢反欺詐平臺

● 身份識別

● 身份證件識別

● 文件識別

● 確權(Authentication)

● 反洗錢篩查

● 交易監控

● 視頻驗證KYC

銀行級別的安全與合規

● 獲得全球多國家監管機構
對eKYC的批準與許可

● 符合外包監管標準和個人
數據隱私條例

● 通過ISO 30107-3 NIST 
1&2級認證

● PCI DSS (第三方支付行
業數據安全標準) 1級認證

● ISO 27001認證

● 高度專業性 – 4.5亿
+次在線身份認證

● 準確率高達99.95%

● 掃描量是位居其後
同行的2-3倍

受到全球範圍的金融機構
與企業的信任



Awards & Certificates 獎項與證書



Product Portfolio多元化解決方案

取代基於知識的身
份識別(KBA)和雙
因子認證機製(2FA)，
采用簡捷、安全的
人臉自拍識別技術

識別用戶的身份證件
200+國家
4000+證件

身份證件識別

識別用戶的真實活體
身份

基於人臉的身
份識別

輕松識別提取用戶
提供文件上的信息

文件識別 鑒權

完善的反洗錢篩
查與監控機製

反洗錢篩查



Digital Onboarding Process 數字化註冊流程

Customer fully 
onboarded for 

digital 
application

Customer 
applies to open 

an account 
from website / 

mobile app

Customer 
register with user 

form or social 
registration

Customer 
completes eKYC 

using ID card 
verification 
(passport or 

drivers license)

Customer can 
still browse and 

update basic 
information

Customer 
completes the 
ID Verification

After successful 
verification, 

customer account 
request is sent to 

business application

Additional factors 
of authentication 
are registered like 
Soft Token, OTP, 
biometrics etc.

E-KYC 
ID Verification

Interfaces:
Mobile SDK

iFrame
API
NFC



Jumio解決方案

身份驗證 可信賴的身份
身份證件識別+ 數據提取

專業機構國際認證的
3D活體檢測技術

=+

照片位
置錯誤

文字顏色不一致(姓名顏
色淺，其他文字顏色深)

空白區域太小

數據沒有左對齊，尤
其出生日期數字位置

防偽區證件號碼錯誤 性別位置錯誤



Jumio eKYC 檢查內容清單

● 檢查證件的質量:

● 是否為復印件, (彩色 –掃描件黑白 –掃描和上傳)

● 展示的證件是否為電子屏幕?

● 是否為偽造證件, 故意掩蓋了某些信息?

● 是否為打過孔的(作廢)文件?

● 證件上是否粘有貼紙?

● 證件是否為樣本件?

● 證件是否無頭像?



國際認證，安全度更高
用戶體驗舒適自然的活體檢測技術

攝像頭/手機靠近面部
時，活體檢測圖像被自
動抓取。

用戶需要根據提示做開合嘴巴、
眨眼睛、扭頭、喊數字等尷尬
不舒適的動作。

• ISO30107-3 NIST 
1級&2級認證

• 無NIST國際認證

其他eKYC
方案提供商



對抗深偽造假，
檢測技術通過國際認證更安全

基於眨眼、微笑、轉頭、隨機
喊數字等生物識別檢測技術，
容易造假。



1. Platform Choice 2. On-Device Identity Capture 3. Data Extraction & Checks 4. Risk Scoring

5. Human Review 6. Definitive Decisioning 7. Data Storage

How It Works
In-Country

In-Country



端到端 KYC/反洗錢反欺詐流程

通過視頻KYC進行驗證

額
外
操
作
步
驟

姓名: Jane Citizen
出生日期: 10.04.1980
證件號碼: W65042
地址: 3 Third Street, 
Adelaide 5000

政府公民數字身份證
件數據庫

調取政府公民數字身份證
件數據庫

製裁/監視名單，政治
敏感人物名單，惡意

媒體信息

客戶關系管理數據庫

交易監控

持續動態的KYC

強大的鑒權

反
洗
錢
反
欺
詐
篩
查

申請被批準

● eKYC
● 假冒身份證件
● 活體檢測造假



戰略發展預測

預計到2023年，75%的公司將使用
一站式身份識別反欺詐反洗錢服務
（而非與多個供應商分別采購），
相對現在增長約15%。

預計到2022年，80%的公司將把
文件/證件為中心的身份識別作為
線上獲客的工作流程，相對現在
增長約30%。

Jumio連續三年被《Gartner市場導引》推選為在線身份識別方案提供商代表

Jumio Named a Representative Vendor in the Gartner Market Guide for Identity Proofing and
Attribution for Third Consecutive Year.



eKYX一站式平臺



客戶應用與案例分享



全球領先企業信任和選擇Jumio
（因商業保密條款，只能列示小部分客戶）

Banks Fintechs Payments & 
Transfer

Enterprise CryptocurrencySharing Online Gambling



在線身份識別服務助力金融服務業

遠程線上開戶

通過手機、平板或電腦任一平臺，用戶可在短
短幾分鐘內完成在線身份識別驗證。

大幅提升開戶轉化率

快速、便捷、安全度高的線上註冊體驗，幫助客
戶實現高達40%的註冊用戶增長。

防止賬戶惡意接管

采用國際認證NIST標準的活體識別技術，準確甄
別所采集信息是否為活體信息，並與證件進行比
對，確保人證匹配，保證賬戶的安全性，大幅降
低欺詐行為。

反洗錢反欺詐

能夠快速、準確地識別在線用戶的身份，依托
強大的製裁觀察名單數據庫、政治敏感人物與
不良媒體報道數據庫信息，自動識別有風險的
用戶，並根據需求進行動態交易監控。



CIMB銀行（聯昌國際）菲律賓全數字銀行

“我們與Jumio的合作，對我們成為菲律賓全
數字銀行具有裏程碑意義。Jumio助力CIMB
提供安全便的銀行體驗。我們很感激Jumio
幫助我們讓更多的菲律賓人更接近和參與到
金融服務中。”

Vijay Manoharan, 首席执行官, CIMB 联昌国际菲律宾

“Our partnership with Jumio has been integral in 
achieving our milestones so far as an all-digital bank 
in the Philippines to deliver a safe and secure banking 
experience.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have them as an 
ally in bringing Filipinos closer to financial inclusion.”

Vijay Manoharan, CEO, CIMB Bank PH



來自英國的專業支付平臺

用戶痛點:

• 長達數天的用戶開戶周期

• 人工手動上傳身份證件進
行審核

項目亮點:

• 身份識別與證件審核從幾天縮短到幾分鐘

• 在線獲客轉化率大大提升

• 借力全球證件支持，快速拓展了多國市場業務

“部署Jumio方案後，轉化率有絕對的提升。
與之前人工審核相比，我們邁出了非常大的
一步。這種幫助是真實可見的。對於在線獲
客體驗和轉化率有非常大的影響。。”

Vice President of Product, Paysafe

用戶需求:

• 加快並自動化身份識別過程

• 提升線上註冊的用戶體驗

• 需要審核用戶的身份和現居住地址



Jumio助力monzo挑戰英國傳統銀行

用戶痛點:

• 快速增長與區域擴張的銀
行業務

• 遠程KYC/AML的合規要求

項目亮點:

• 80%申請在150秒內完成審核

• 95% 申請在270秒內完成審核

• 極大降低了開戶過程中的放棄率

“隨著Monzo新市場的快速拓展與高速增長，
我們知道Jumio的方案能夠支撐我們這個規
模的業務增長量，提供必要的服務：幫助
Monzo為用戶提供最好的用戶體驗，同時還
能打擊金融犯罪。”

Natasha Vernier, Head of Financial Crime, Monzo

用戶需求:

• 高準確性

• 降低放棄率

• 隨時隨地快速開戶

• 減少人工審核與操作



在線身份識別服務助力在線教育行業

遠程註冊

為新生提供快速便捷的線上註
冊服務，確保只有註冊過的學
生才可以參加線上課程與講座。

確保參加線上課程或線上考試
的學生是註冊的學生本人。

線上考試

確保偏遠地區的學生提交的作
業得到正確的評分。

繼續教育



在線身份識別服務助力零售、電商業

移動端支付

在結賬頁面及時跳出用戶數據
（證件信息、付款信息等），
增加交易完成率，降低購物車
放棄率。

快速便捷安全的在線身份識別，可
以大幅降低高額的欺詐相關賠付，
並提高線上購物的成功付款率。

降低卡片盜刷

採用國際認證NIST標準的活體識
別技術，準確甄別所採集信息是否
為活體信息，並與證件進行比對，
確保人證匹配，保證賬戶的安全性，
大幅降低欺詐行為。

防止賬戶惡意接管



Thank You

Q&A
問答交流



www.jumio.com

聯系我們：

丁娜娜 (Jumio亞太業務銷售總監)

電郵: nana.ding@jumio.com

Line/手機: +65 82015865

mailto:nana.ding@jum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