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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支付项目安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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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系统 授权服务器

银行卡与移动支付终端

• 支付网络主机认证测试支持
• 非回归与一致性测试

• NIV 测试卡

• 支付网络认证支持
• 定义商业规则
• 非回归与一致性测试

• 定义配置文件
• 银行卡个性化验证
• 移动支付应用功能与安全性评估
• 端到端现场测试

• 终端 Level 3 测试
• 终端现场测试

• Savvi, Level 3 收单行和接收测试平台
• FIME 卡模拟器 (软体卡或实体卡)

• Savvi Test Host, 收单行和接收测试平台 

• PersevalPro Issuer, EMV 个性化验证工具
• Global, 基于云的安全元件 (SE) 和 HCE 合规测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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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launch of Host Card Emulation (HCE) on Android and the 
success of Apple Pay, cloud-based NFC services have popped up all 
over the world. To assist each stake holder in the ecosystem, FIME 
supports these innovative projects from conception, right through to 
commercial roll-out.

BANCO ATLÁNTIDA – 洪都拉斯
   FIME 带给我们的体验非常棒。作为客户和服务
提供商，信任是最重要的。FIME 证明了他们的
可靠和专注，并且有能力解决任何认证方面的挑
战。 

RCBC - 菲律宾中华银行
   FIME 专业的技术和强大的本地支持让我们选择
他们作为合作伙伴。

FIME 面向银行的
解决方案
为您的安全支付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

• 非接触式支付和移动支付迁移
• 质量保证，调试测试工具与服务
• 模拟与现场环境测试

• 可行性分析
• 确定业务需求
• 项目管理
• 合规与验证

• EMV 接触式/非接触式规范
• 终端/卡 Level 3 认证流程
• 移动支付和云支付

FIME 专家提供的专业支持

覆盖全世界 20 个国家/地区的
国际顾问和专家网络

咨询服务 培训



FIME 提供各种安全咨询、
评估和测试服务，可确保
应用程序或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始终保持极高的安全标准。

FIME 拥有丰富的专业技术，涵盖：智能卡，
安全元件 (SE)、移动手持设备、可信执行
环境 (TEE)、标准和主机卡模拟(HCE) 移动应用、
支付终端、令牌服务提供商 (TSP) 和可信服务管理
平台 (TSM)。FIME 还能够对支付信息系统进行 PCI 
DSS 合规和渗透测试，以及对令牌服务提供商进行 PCI 
TSP 测试。

除了这两种标准测试外，FIME 专家还可开发专门的测试，
来检验您项目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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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感言

FIME 专业的技术和强大的本地支持让我们选择了他们
作为合作伙伴。与 FIME 的合作帮助我们加快了芯片

驱动产品的部署速度，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迁移项
目中与 FIME 进一步合作，以便快速部署并获得 

FIME 的专业支持。

BANCO ATLÁNTIDA – 洪都拉斯

FIME 带给我们的体验非常棒。最初，我们联系他们做收单行测试，
在 MTIP 和 AETED 认证过程中，他们的当地顾问给我们提供了热情专业的指

导。他们提供的专业知识让我们了解了如何有效地管理多个供应商，并使我们
的所有项目成功完成了认证。FIME 始终如一的灵活性和专业性让其成为了我

们未来认证项目的首选。作为客户和服务提供商，信任是最重要的。FIME 
证明了他们的可靠和专注，并且有能力解决任何认证方面的挑战。我们

期待未来的进一步合作。

全球
解决方案

No.1 移动支付检测实验室
No.1 CPV 和 M-TIP 服务供应商

首个获中国银联认可的国际实验室
支持开发及发布世界首个安卓POS终端机

支持全球超过15家支付组织的
卡片 & 手机迁移

自开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
EMV®*，并助力无数的成功历程

FIME. 专业知识. 全球共享.

联系我们 saleschina@fime.com

* EMV是EMVCo在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也是其它国家的未注册商标。 

与中国5大支付终端供应商
和5大主要手机厂商合作我们是美国支付论坛的一员

150+
专家遍布全球

30+
认证

20 年
行业经验

HCE主机卡
仿真及云端支付

咨询测试认证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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