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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应得的薪资

美国薪资协会指出，5％ 的薪资是欺诈性的。 当一位员工为尚未上班的同事打卡或者为数
小时前离开工作的员工打卡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员工未工作的情况下向其支付工资
是一项非常实际的支出。 在场的员工很少，无法为要求苛刻的客户提供适当的服务，从而
会导致服务水平低下，这意味着立即丧失销售，并且客户将来不太可能再次光顾。 员工工资
欺诈和服务水平低下均对薪金支出和销售数据产生负面影响。

执行摘要

在零售业中，最容易遭受盗窃的地点之一是销售点 (POS)。 本文揭示了当前 POS 员工盗窃
的统计数据，并量化了零售商在依靠 PIN、密码、刷卡和密钥等常用的 POS 登录方法时所面
临的风险。 这些日益过时的身份验证方法可以轻松地共享、丢失、被盗或遗忘，从而导致更
大的风险，并且在 POS 中几乎不存在问责制。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正在转向生物识别技术，
以改善问责制、减少薪资欺诈并遏制员工盗窃行为。 事实证明，加强问责制对盗窃行为具
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此外，零售商还发现，使用指纹生物识别技术可以缩短交易时间。

员工盗窃挑战与统计数据

由于低工资和高员工流动率，零售业极易受到员工盗窃的影响。 没有哪个雇主愿意认为自
己的员工是不可信和不诚实的，但统计数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 每 40 名员工中，就有 1 名因盗窃其雇主而被抓获。²
 � 在 18 至 29 岁的所有员工中，有 34％ 的员工认为盗窃其雇主是正当的。³ 员工觉得自己

有权获得更多的薪资。
 � 不诚实的员工偷窃的金额约为商店窃贼偷窃金额的 5.5 倍（715.24 美元对 129.12 美元）

。 ⁴
 � 平均萎缩率占销售额（零售）的 1.41％。⁴
 � 每年所有企业倒闭中的三分之一归因于员工盗窃。⁴

 
在所有零售盗窃损失中，仅有不到 5％ 被追回。 每追回 1 美元，零售盗窃就损失 25 美
元。⁴ 试图追回员工盗窃造成的损失不值得花费时间和金钱。⁴

损失预防专家表示，大部分内部盗窃发生在 POS 终端上。 令人担忧的是，正常的审计程序
无法查明许多此类盗窃行为，此外，柜台上的小额交易可能是损失最大的地方。⁴

在销售点打击欺诈和盗窃行为

员工盗窃在北美零售业萎缩中所占比例最高，甚至超过了传统入店行窃者或有组织的零
售罪犯的盗窃行为。 在全球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仅次于入店行窃。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员
工盗窃案每年以 5.5% 的速度增长。¹ 假设利润为 5％，则零售商不得不销售 2,000 美元
的商品才能弥补雇员每盗窃的 100 美元。 （2,000 美元的 5％ = 100 美元）显然，员工盗
窃会影响利润。

未知错误 供应商 
错误

管理
错误 入店行窃 员工盗窃

4% 4% 14% 35% 43%

白皮书

保持利润
在销售点打击欺诈和盗窃行为

库存减少的源头
员工盗窃是库存减少的最大源头

资料来源：全国零售
安全调查

过时的凭据
• 包含 PIN、密码、证卡和密钥
• 容易被盗、丢失和遗忘
• 无任何问责制

生物识别
• 减少工资欺诈和员工盗窃
• 减少交易盗窃
• 改进问责制
• 增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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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方法是关键

用于登录 POS 的身份验证类型是风险暴露的关键。 传统的 POS 安全方法（密码、PIN、磁
卡和密钥）易于共享。 繁忙的店铺经理经常共享其密码，或向员工发放其磁卡或密钥，从而
使他们能够享受打折或取消交易。 管理人员通常还会将其磁卡或密钥遗留在 POS 终端上。 
生物识别技术的采用迫使管理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毫无疑问地将个人与交易绑定
在一起。 这种无可辩驳的问责制是遏制欺诈的有效手段。

密码、PIN、磁卡和密钥：
无效而昂贵的解决方案

当被问及使用密码、PIN、磁卡和密钥输入的欺诈性交易时，员工可以轻松地否认自己参与
其中。 被质疑的员工只需说：“某人一定知道我的密码”或“某人一定拥有我的磁卡”。依靠
这些无效的解决方案会导致现金和信用卡容易受到攻击。 很难确定正在访问您的 POS 系
统以及为特定交易负责的人员。

密码和 PIN
密码和 PIN 是最常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并且也被视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然而，零售商
通常会发现潜在的盗窃风险大于任何成本节约。 市场调查研究揭示了以下行为：

 � 许多员工与他人共享密码/PIN 以完成任务或欺诈性地上下班打卡。

 � 由于操作距离很近，其他工作人员可以观察并获取密码/PIN。

 � 通常根据记忆的难易程度而非强度选择密码或 PIN。

 � 大多数员工为多个应用程序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密码/PIN。

磁卡和密钥
磁卡和密钥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 它们很容易被借用或窃取。

 � 员工经常会遗失磁卡和密钥或携带其上班。

 � 很容易在员工之间交换它们，以供欺诈之用。

超支交易
为了抓紧完成日常任务，主管可以通过与员工共享自订密码、PIN、密钥或磁卡来规避准则，
以完成异常处理（例如无效、退货、退款、折扣、零或价格变更自订）。 对于依赖管理密码的
零售连锁店，员工可以“肩窥”并记下密码，以便将来有机会盗窃。 一旦员工拥有经理的磁
卡或知道经理的密码，他们就可以使交易空缺并套取现金。

时间盗窃
除库存和现金外，损失还包括“时间失窃”或工资欺诈。 2012 年，60% 的零售业员工承认
有过时间盗窃行为。10 “好友刷记时卡”是一种某员工代他人上下班打卡的行为，这也是造
成工资欺诈的主要因素：

 � 据美国工资协会的数据，好友刷记时卡占工资总额的 5％。11

 � 四分之三的组织经历过好友刷记时卡。12

 � 至少有 19％ 的受访员工每年至少进行过一次相互“好友刷记时卡”。13

好友刷记时卡会导致生产力损失，这表明公司并未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平的服务。14 员工流失
会影响客户服务，并对销售和客户重复造访次数产生不利影响。 好友刷记时卡也不利于提
高士气，因为尽职尽责的员工会对不诚实员工获得的自由通行证表示不满。 生物识别身份
验证是一种预防性解决方案，可确保只有排定的员工才能亲自上下班刷卡。 如上所示，假
设较低的 2％ 工资欺诈率，实施生物识别技术的典型投资回报率少于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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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本
传统的身份验证方法会产生往往被忽视的大量组织成本。 例如，当用户忘记密码或将证卡
留在家中时，帮助台工作时间和司库停机时间都会增加，从而影响 POS 的成本和服务水平。 
当经理忙于为遗忘的员工创建和分配新的 PIN 或磁卡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管理层还必
须监督和维护证卡或关键库存，从而在降低生产力的同时提高了成本。

店舗数 1店舗あたりの
従業員数

年間人件費
(従業員数) x (10.00ド
ル/時) x (25時間/週) x 

(52週)

損益
給与不正行為が

2%の場合

損益
給与不正行為が

5%の場合

100 20 26,000,000ドル 520,000ドル 1,300,000ドル

店舗数 1店舗あたりの
端末数

U.are.U 4500
生体認証リーダーのコ

スト
回収期間

2%の損失の場合
投資収益率

2%の損失の
場合

100 5 35,600ドル 投資収益率
2%の損失の場合 1360%

図1: バディパンチによるコストの見積もり (2%または5%)、初期の生体認証コストと比較した場合

效率损失 = 客户满意度损失
由于 POS 终端会影响客户服务和感知度，因此其效率至关重要。 根据 2013 年购物者体验
研究16，从 1（最不重要）到 5（最重要）的等级：

 � 结帐流程无效或不正确 (4.3) 被评为商店结帐期间“不喜欢”的第一名。

 � 快速便捷的结帐 (3.9) 是影响店内购买决策的最高评级因素。

客户满意度取决于排队时间以及柜台交易时间。17 不断输入密码/PIN码、插入密钥或刷卡只
会减慢交易速度，从而导致更长的等待时间和品牌恶化。 POS 终端通常在短时间不活动后
设定为超时。 在帮助客户进行选择之后，返回 POS 终端的店员将需要重新登录到终端。生
物识别只需要轻触手指即可立即进行身份验证并登录到 POS 终端。

身份、效率和问责制：指纹生物识别技术才是解决之道 
指纹生物识别技术作为传统身份验证方法的一种更安全高效的替代方法，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展。 根据 NetWorld Alliance 零售和餐饮服务调查，“超过 70％ 的受访者正在考虑
转向生物识别技术。” 18 采用指纹生物识别技术有六大关键优势：

1. 消除时间和出勤欺诈
要求员工扫描指纹以打卡上班，从而消除了好友刷记时卡的可能性。 指纹生物识别技术可
提供始终如一的准确计时信息，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生产率。19 这项技术还消除

了因帮助其他员工进行时间盗窃的同事压力而导致的任何工作场所紧张气氛。

员工可以在其 POS 站上打卡上班，从而节省了额外的成本。 这可以确保他们随时准备在预
定时间为客户提供帮助。 其减少了由于“浪费时间”而造成的时间损失（从后勤出勤记录钟
走来，并在前往 POS 站的途中造访其他部门）。

据零售连锁店 Meijer 估计，其员工每天从出勤记录钟走到 POS 站至少花费 12 分钟。 
Meijer 拥有超过 75,000 名员工，发现生物识别技术的实施具有重大影响。

2. 通过问责制保护并阻止盗窃
指纹模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唯一的，可以提供明确无误的标识。 指纹读取器是实现此级别
数据完整性的唯一可用方法，可以将个人明确关联到他或她的工作记录。20 知道自己的指纹
身份与交易有关，可以在鼓励道德行为的同时防止盗窃和欺诈。 因此，加拿大零售商 Holt 
Renfrew 依赖于生物识别技术。 他们发现，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可防止受委托员工根据另一
位员工的登录来处理退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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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身份验证通过给予员工适当的信用和防止虚假指责来保护他们。 它确保只有经过授
权的人员才能访问系统，并且还确保他们在授权时在场。

采用指纹后，员工将：

 � 知道他们的行为与其身份有关。

 � 不能假装自己是他人。

 � 无法共享凭据或通过其他方式泄露凭据。

 � 对每笔交易负责。 

3. 减少经理超支欺诈
指纹生物识别技术消除了与他人共享凭据的做法，并确保只有经授权的经理才能处理空缺
和退款。 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您可以确定经理在优先处理时在场。 管理人员只需触摸指
纹读取器即可批准例外情况。

4. 加快交易时间
员工只需触摸指纹读取器即可立即进行身份验证，并准备好执行 POS 交易。 零售商发现，
使用指纹身份验证可以缩短交易时间。 客户不必等待员工登录。 使用指纹生物识别技术
还可以防止停机，因为与其他方法不同，人们不会遗忘自己的手指。 效率和生产力增长可
提高客户满意度。

5. 降低运营费用
指纹身份验证消除了与其他身份验证方法相关的许多费用，其中包括：

 � 更换密钥和磁卡的成本。

 � 昂贵的帮助台会要求遗忘的密码、PIN 以及丢失的证卡。

 � 意外的人为错误。21 

6. 简化 CISP/PCI DSS 合规性
信用卡行业要求零售商保护对数据的访问。 通过使用指纹，零售商可以轻松满足以下 PCI 
强身份验证要求：

#2 请勿使用供应商提供的默认密码。

#3 保护存储的持卡人数据。

#7 限制对持卡人数据的访问。

#8 为每个员工分配唯一的 ID。

总结：
指纹生物识别技术是收集员工时间和出勤信息的最准确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22

 � 它提供了实现无可辩驳的数据完整性的唯一可用方法，将个人明确地关联到他或她的工
作记录。23

 � 它消除了故意的欺诈和无意的人为错误。24

 � 它提供始终如一的准确计时信息，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生产率。25

4

 针对每笔交易的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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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 指纹读取器 — 竞争优势 
由于节省了成本、提高了安全性并改善了客户服务，因此许多 HID 客户将 POS 上的指纹生物识别技术视为一项显著的竞争优势。 客户通
常会报告说可以立即节省成本,并在部署后的四周内就可以获得投资回报。 包括 Meijer 在内的许多公司都在战略上扩大了 HID 指纹生物
识别读取器的使用范围，从而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减少了员工盗窃。 超过 90％ 的采用生物识别技术实现其解决方案的硬件和软件供应
商都选择了 HID 技术。 大多数 POS 软件都内置了 HID 生物识别支持。 请与 HID 或您的 POS 软件提供商联系，以确保您的软件版本支持
生物特征识别 

请单击此处，以了解有关 HID Global 的生物识别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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