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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开创

从苹果，Google,三星这些

了道路：阿里移动支付向全球扩

公司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中我们

展。

可以看到，他们只允许用户添加
我们首先来回顾下传统银行

过去一年在金融科技的有哪些工
作？是什么让这些新的移动支付
平台和他们有能力竞争？他们赢
了吗？苹果支付和三星支付的扩
张是怎么危险到传统银行又是怎
么惠及了新的参与者？尽管当前
电子支付产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更多的人开始关心终端代理的利

银行卡或者支付。只有极客和早
期采用者经常使用这些手段，因
为他们倾向于测试新的解决方案
或使自己看起来时尚而先进。现
金回扣和折扣活动可以提高这些
应用的安装率，但是活动结束后

除了中国以外，只有印度一

效果明显下降。没有一个国家的

个国家能够做到电子钱包快速发

用户习惯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措施

展，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客户

而彻底改变。

基础稳步增长，而且不太可能像
中国一样在两三年内出现货币化）

润和这种商业价值，但是目前还

竞争的唯一关键点在于他们

印度共有十大这类企业，他们都

不能说电子支付已经可以和银行

的地理覆盖（和当地银行建立合

显示出了强劲的客户增长趋势和

支付系统相竞争。而且未来的发

作的数量）。阿里 PAY 是扩展得

投资规模：Paytm (Alipay 和阿里

展方向比现在的成果更加重要。

最广泛的，安卓支付也在 9 个大

巴巴都是股东之一)达到了 10 亿

的市场开展了业务（美国，三个

美元的交易额，包括 1.77 亿的用

欧洲国家——英国，波兰和爱尔

户数量（去年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兰，在亚太地区有 5 个——新加

1.47 亿，2016 年 12 月达到了 8

坡，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和

千万）并且有 200 万商家将推出

日本），三星支付和 Google 钱包

他的数字银行解决方案，并吸引

也在奋起直追。

了 6000 万美元的投资，估值达到

如果评估实际的成就业务成
果（如最终用户，商家价值，使
用频率，产品线多元化，营业额
和收入），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脱颖
而出 ——PayPal 和中国阿里巴
巴（以及微信支付），但是阿里和
微信有一个共同的难题，也是所

但是迟早问题会暴露出来：

了 4830 亿美元。Mobikwik 公司

有金融科技公司的难题，就是难

这些支付工具能给用户带来什么

有 300 万的用户和 7 万 5 千的经

以走出国门打开海外市场。目前

价值呢？如果他们不能有创新的

销商合作伙伴，吸引到了 900 万

他们只能通过中国境外游的导游

功能那么和 PayPal（和 eBay 分开

美元的投资；FreeCharge 公司有

来扩展业务，经过长年累月的旅

后产品线更加多样化，新版本的

10 万的合作经销商，Ola Money

游消费业务积累，当地的商家或

速度和质量都提高了很多）有什

是一家类似“印度的 Uber”，希

者银行开始接受中国的支付系统

么区别。他们只能通过购买移动

望借助出租车作为线下金融网络

和电子钱包。目前对于非中国的

银行（数据较差但解决方案更好），

服务的提供者（服务包括以出租

经销商使用阿里支付或者微信支

汇款服务，mPOS 收购初创企业

车为单位建设大型的 Wi-Fi 网

付是没有利益的。因此，从中长

等才能发展。这个问题会在 2017

络），而所有这些服务的开发都取

期的角度来看，外资的手机银行

年底变得更加明显。

决于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O2O

（具有更好的本地市场理念和适
应能力）将有机会被中国的巨头
公司收购。

已经成为亚洲市场的一个典型特
小米，华为这些新的竞争者

征。电子商务的增长需要更大的

开始在智能手机市场上兴起，更

非现金交易模式占更大的份额

有可能的是，OPPO，LeEco 这样

（ 现 在 超 过 80% 的 付 款 现 金 交

的企业也会很快加入到这个行业

付）。台湾山地资本（联发科的子

中来。随着每个公司的客户群体

公司）日本控股转基因生物大量

都会减少，竞争对手增多带来的

投资电子钱包和在线收购。

不利影响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重要
的因素。
（标志着初创型企业的长

所有的这些项目都遇到了中

期并购期开始，这也将是对他们

国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

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一次检验）

题——难以开拓海外市场（国外
1

现有客户和老客户组成的整个市

问题。P2P /在线借贷平台展示出

场），这影响到他们的企业品牌定

了高边际效益和增长率，但他们

位，交流的方式和角度。这些新

的获取客户的成本日益增长，他

的客户从来没有接受过传统银行

们需要提前获得有关新客户的信

的服务——受时代和地理因素的

息，以降低信用风险，同时为现

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服务渗

有客户提供新服务，增加客户保

透率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第三点，

留。PFM/PFP 服务没有像新银行

这些新的企业将会建立一种新的

那样引起同样的关注，但是他们

的代理商一进入印度，国内的竞

客户服务售后水平——用户可能

能帮助新银行更好的认识自己的

争 者 就 立 刻 出 现 ）。 以 Take

询问各种问题（问题可能有多种

不足和了解客户的长期计划。

Paytm 公司为例，目前还没有与

语言）通过信息或者视频的交流

关 于 mPOS 收 购 公 司

他的主要股东（阿里支付）之间

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同自己

（Square，SumUp，iZettle），他

达成一致的协议，没有开展海外

的朋友征询建议，而且他会马上

们拥有如此庞大的数据量，不仅

项目。然而世界各地有很多类似

得到回复。将新银行作为另一个

涉及到他们的商家，还涉及到他

的无银行账户市场——印度尼西

分销渠道或削减成本的可能性是

们的商家的客户（购买，卡可用

亚，越南（本地的 Momo 已经吸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为一个纯

性，联系方式），不影响他们的业

引了 25 万客户，这其中有 10 万

粹的在线服务公司，和一个通过

务和资本化，因为他们不以任何

人不仅使用付款解决方案，而且

线上渠道卖产品的传统的公司是

方式为客户提供客户服务（除了

还使用电子钱包，这使 Momo 在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Square.Cash 的原始解决方案）

第一阶段就获得了 570 万美元的
融资，之后又从高盛获得了 30 万

新银行和挑战者银行在去年

此外，构建科技金融银行的

美 元 的 投 资 ， 从 Standar

筹集了超过 3 亿美元的投资（一

想法正在不断扩展开来。也就是

Chartered Bank）获得了 2500 万

开始，Atom 银行一笔交易筹集了

说，如果早些时候，一家金融科

美元的投资），泰国，缅甸，拉美

1 亿英镑）。他们填补很多其他垂

技公司曾经出售给传统银行，将

和非洲国家（非洲电信运营商

直金融科技领域的空白，并且创

其嵌入其产品范围，公司流程和

Net1 投资 4000 万美元在印度电

造了很多并购交易的机会，与许

旧服务文化，但现在金融科技公

子钱包公司 Mobikwik）。

多合作伙伴建立了高水平的协同

司的功能已经强大到可以建立一

效应。电子钱包存在功能较弱

个金融科技银行，并且只包括新

（Apple Pay，Samsung Pay 和

的服务，这将有一个足够大的客

，

Android Pay）客户保留率低以及

户群来竞争和赚取收益。所以，

MetroBank 和 SBI 银行）往往对

可扩展性差（AliPay，Paytm）的

目前关于金融银行未来发展的最

新银行和挑战者银行持怀疑态度，

问题。直销银行在技术上仍然没

主要问题在于，这类银行的核心

因为他们声称能够复制和引入这

有过时，但是他们需要一些改变，

作用是什么？从技术层面来看这

些新出现的“功能”，而且他们的

同时存在着业务地理覆盖率低的

点已经明确了——建立一个

传统银行和直销银行（如
FirstDirect

，

CapitalOne

移动应用程序不符合产品的功能。
在我看来，很多问题上双方的分
析是非常激烈的——双方的应用
和解决方案的歧义就如同是生产
配备电动发动机的内置汽油车还
是特斯拉。首先，这种新的解决
方案是建立在移动为主，无分支
范式，而且这种方法将用户体验
和产品的感觉提升到了一种更高
的级别。第二点，新的这些企业
更关注新的市场客户（而不是由
2

中心，还使用聊天机器人（俄语
Tochka 和印度 digibank），Siri 集
成（N26，Monzo）和 Alexa 集成
（CapitalOne）。
看看手机银行使用的动态，
可以观察到，最多的的增长集中
在两个重叠部分：青年（18-29 岁）
和发展中市场（特别是无银行账
户的市场）。考察新银行的地理分
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大
多数位于欧洲，在美国和加拿大
BaaS(银行即服务)平台。然而从

你的服务。这对所有的新兴银行

客户端角度来看，新银行对于这

和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都是一个很

个角色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好

好的学习案例。

的平台了。这些新的公司
（Tandem，Monzo，Starling，
N26）在这个过程中正在积极的
寻找平台，宣布将要开发具有开
放架构
和 API 的产品，以便能够自
由地与外部服务集成，并允许客
户使用已熟悉的界面与这些服务
进行交互。德国 mPOS 采购服务
SumUp 与德国 Fidor 和芬兰 Holv
等 “ 非 银 行 ” 相 结 合 。 Youth
American Moven- 为 学 生 提 供
在线借贷服务。来自德国的新银
行 N26 和来自英国的 Monese 相
应的和英国网上汇款服务公司
RransferWise 和 Currency Cloud
公司建立合作。
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趋势
是——投资众筹（相当于股权众
筹），在过去的 6 个月里，两家英
国 新 锐 银 行 — — Tandem 和
Monzo 相 应 地 在 Seedrs 和
Crowdcube 两个平台上，对当前
和潜在的客户发起了 10 万英镑
的众筹。这迅速引起了投资机构
的积极反响，因为这不单单是在

也存在一些有趣的解决方案，巴
西存在大量需求而亚洲的活跃度
不高（促使亚洲银行和投资者密
切关注在国外创造的产品，对其

去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科技

进行投资并与涉及到如何将这些

金融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并且

解决方案带到亚洲市场的团队合

这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三家

作 ）。 英 国 目 前 走 在 最 前 面 ：

公司关门倒闭：俄罗斯的

Monese（5.5 万的移动应用程序

Rocketbank, 德 国 的

Fidor 和

安装，价值 4100 万英镑的交易

Finnish Holvi 公司分别被俄罗斯

额）Tandem（募集资金 2200 万

的“Otkrytie”公司，法国的 BPCE

英镑，价值 6500 万英镑），Monzo

公司和西班牙 BBVA 公司收购。

（等候名单中有 3 万 5 千客户），

几家传统银行独立推出了数字解

Starling（筹集新一轮 7000 万美

决方案 - 美国高盛推出了

元的投资），Atom 购买了 Grasp

GSbank，新加坡 DBS

- 印度

开发机构，吸引了 1 亿英镑进入

digibank 和美国摩根大通（JP 摩

抵押贷款市场），四家银行已经获

根大通），为印度尼西亚提供解决

得了新的许可证（Atom，Tandem，

方案（但是要说成功还为时尚早）。

Monzo，Starling）。Scandinavia 公

我们发现一些特定的人群为
服务目标的新兴银行，例如英国
的 Monese-在伦敦的外籍人士，
丹 麦 的 Ernit 和 新 加 坡 的
YoloLite-为儿童和他们的父母，
英国的 Loot 和香港的 Neat-为学
生，服务针对于中小企业的网络
银行具有巨大的潜力，前面提到
过的 Holvi 和 Tochka 都是这一领
域的新企业（目前他们都在英国：
Anna,Tide 和 Civilized Bank）。

司给出了一些有趣的解决方案：
丹麦 LunarWay 和 Ernit，瑞典 Tink
（从 SEM Ventures 筹集了 1000
万美元，30 万用户，进入 10 个
新的欧洲国家）芬兰的 Holvi 公
司在将公司以 8 千万美元卖给西
班牙的 BBVA 公司后，也将开拓
新的市场。德国的 N26 公司得到
了 400 万美元的投资，这批投资
中 领 头 的 是 香 港 的 Horizon
Ventures 公司（15 年内在 8 个国
家有 20 万股，最近取得了他们自

市场上筹集了 10 万英镑，而是将

这一领域的客户交流方式也

己独立的执照，但是收到很多关

你的想法灌输到你的客户脑中并

有许多的创新：这些新银行不仅

于他们客户服务的投诉）.美国的

让他们冒着风险用自己的钱构建

使用信使和视频电话支持的呼叫

VaroMoney 公司（筹集了 2700 万
3

美 元 发 展 PFM 功 能 ） 和

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高

去年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激

ZeroFinancial 公司对此很有兴趣。

盛在 4 月初推出了数字银行，随

增加速了一些大公司通过开放的

加拿大有很多这类活动，包括在

后在十月左右推出了他们的在线

API 来整合金融科技（如 Dwolla，

新兴银行之间（Koho 公司有 7 千

借贷平台，之后 R3 银行集团联盟

Kantox ， CurrencyCloud ，

名待批用户，EQbank 替代了传统

（是否有新的消息关于联盟中成

Braintree，OnDeck 和许多其他公

借贷市场中的公司）。亚洲仅仅只

员变动的情况）或者来自

司），现在已经有了成百家这样的

有香港的 Neat,新加坡的 Yololite,

Unicredit 的 2 亿欧元的风险投资

公司。 确实，如果这个功能不是

越南的 Momo 和 Timo，俄罗斯

基金，都没有再发布任何更新消

你的竞争优势，并且市场上已有

的 Tochka 和 Rocketbank,巴基斯

息。

了很多优质的解决方案，这些大

坦新兴的创业公司 Finja（电子钱
包和微电脑）。现在最有吸引力的
市场是巴西，在 NUbank 的成功
之后（经过 3 年的建设，新增了
5200 万美元的投资后，估值达到
了 5 亿美元，等待名单中有 10 万
人，现在有 30 万人正在验证阶段）
新的追随者不断出现。

目前银行感兴趣的领域很少，
大部分的交易和内部交易都是主
要集中在投资（网上交易，robo
咨询，财富管理，PFM,PFP）,在线
贷款和块链。在流动汇款和电子
钱包（电子银行）领域，他们的
活动范围更加有限。其他目前比
较流行的方向，大型传统银行开

公司为什么要重新发明他们车轮
或引擎？另一方面，丰富的后台
融合和淘汰的可能性激励了银行，
比如 BBVA，通过专门为此而设计
的 API 从一个一个的功能集成转
变为新的大规模部署的解决方案。
在世界上大多数没有这样的银行
的国家，或者在初创公司渴望通
过与其他国家的银行合作来加快

过去一年，开展金融科技业

始推出数字银行——GSbank 来

务的传统银行大放异彩。美国和

自美国的高盛，digibank（目前在

欧洲的银行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比

印度，很快会到印度尼西亚），来

亚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同行们

自新加坡的星展银行，来自摩根

大型银行认为这些平台和有

要更加积极，而中东地区的银行

大通的 ACCESS OnlineSM（印度

着精心制作的 API 的金融科技创

目前处于观望状态还没有行动。

尼西亚）
（他们的移动银行解决方

业公司，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

案已经在美国达到了领先水平，

胁，开始加速商品化并提高他们

超越了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的平

的优势（如相关许可证，处理中

台 ; 他 们 还 任 命 了 摩 尼 的 Alex

心，合规部门或卡发行服务），并

Sion 为移动应用业务的负责人）。

开始推广 BaaP（银行业平台）的

还有很多更细的市场没有被开发

想法，其中银行代表了创业生态

出来。在银行“开放”与任何地

系统和“服务客户”链（ABN Amro

区的创业企业的合作中还存在着

和 Sberbank 为例）的焦点。这种

巨大的潜力，和他们进行合作交

行为是很容易理解的，银行希望

流 的 方 法 就 是 开 放 的 API 和

保住他们最后的底线。在中国，

BaaS(银行即服务)平台。

金融科技巨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美国银行已经过去了“剥夺”
和“忽视”阶段，他们更多地开
始投资创业公司，开放 API 和平
台给第三方开发商。欧洲的银行
还在上一个阶段——市场试用和
战略形成，他们推出了加速器（但
是创新实验室太多，创新太少），
黑客，并和别人进行合作。亚洲
的银行更多的是宣布自己的计划
然后进行实施，相比之下还是澳
大利亚和非洲的银行更加务实。
总的说来，大型银行都容易

BaaS 成为金融科技中最亮
眼的焦点

扩张的国家，BaaS（银行即服务）
平台已经出现。

现在也面临一样情况。
BaaS 方法是从美国发源的。
像 Bancorp 和 CBW Bank 这样的
公司已经系统地发展为超过一些
创业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台。像
BBVA 这样的新玩家也分得一杯
羹。 西班牙的 BBVA 没有像美国
一样大的客户群，它应用 BaaS 核
心，强调 BaaP 战略，在不同的市
场应用不同的策略，仍然占主导
4

地位。谈到美国（和中国）BaaS

松融入另外 3-4 家大公司。在欧

平台的缺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洲，新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

尽管这方面有很大的需求，但这

solarisBank（德国），IbanFirst（法

些平台都没有提供国际接入。欧

国 ）， UAccount （ 英 国 ）。

洲有 50 个国家。亚洲 48 个国家，

solarisBank 有一个独特的商业模

这个大多数地球人居住的地区，

式，该公司是 FinLeap 加速器的

大部分人没有银行账户。非洲有

一部分（就像金融科技中的火箭

系统）解决方案开发商，如瑞士

54 个国家，中东 19 个。

互联网），它为它的创业公司创建

Crealogix （ CLX ） 和 马 来 西 亚

了一个单一的基础设施开发中心，

SilverLake，发现了不仅对传统公

并通过开放的 API 将其产品作为

司而且对新创公司的服务需求的

白皮书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在

很大潜力。他们试图在越来越多

2016 年底，该项目在德国获得了

的 BaaS 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市场

第一个银行牌照（而 IbanFirst 则

（尽管目前他们只是调整银行系

在比利时获得了银行牌照）。

统使其适用 BaaP）。

最积极发展 BaaS 的市场是
欧洲，部分原因是监管机构的支
持鼓励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
机构开放了平台对外部公司的访
问。特别是 PSD2 指令的发布，
使新公司的出现满足了市场技术
调解员需求。这种调解人中最大

除了新加坡的 BAASIS 之外，

的是德国的 Wirecard，市值为 50

几乎无法在亚洲，非洲或近东地

亿美元，已扩展到欧洲大多数国

区找到 BaaS 方案的其他项目。如

家，并在新加坡开设分公司以渗

果这样的项目在不久的将来也没

透亚洲和近东市场。该公司的目

有出现，那么考虑到基础设施无

在线保险是金融科技中最具

标是扩大其在全球的服务。在每

法准确的当地环境，金融科技初

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它毫无疑

个国家，该公司都寻求获得自己

创公司的迅速出现和快速发展的

问将在近几年内在不同的领域发

的许可证，但在某些国家它被迫

能力，大部分的公司在新加坡/香

展。主要热点是：美国（Lemonade，

与当地银行合作（因此转向 BaaP

港/首尔/东京成为下一个金融科

Oscar，Zebra，Metromile，Slice，

解决方案）。尽管 Wirecard 拥有

技中心的希望将一同破灭。不同

Stride，PolicyGenius，Bunker）和

许多著名的创业公司，如 N26，

于其他同行，BAASIS 专注于亚太

德国（FriendSurance，FinanceFox，

Curve，Monzo，TransferTo，Loot，

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不想获得

Clark 等）。 其他国家——英国

Revolut 等，但与美国同行的业务

任何许可证（并与当地银行竞争），

（Trov，FitSense），法国（Alan），

相比，它的业务远非如此有利可

而是打算在每个国家选择一家合

波 兰 （ DocPlanner ）， 印 度

图。因此其增长主要靠为大型传

作银行，允许传统公司租用其基

（CoverFox）和中国（平安好医

统公司——电子钱包（支付宝），

础设施（比如亚马逊通过亚马逊

生，慧择保险），新进公司数不胜

电信公司和零售商提供服务，这

网络服务将其基础架构租赁）给

数。

些公司都密切关注新的金融服务。

创业公司。

不过，Wirecard 表示，我们还在
旅途的刚开始，并且市场可以轻

许多传统的后端（核心银行

保险公司在保险科技中（比
银行在金融科技）更加积极

同时，保险公司（平安）和香
港投资者（Horizon Ventures）可
以在实际成果方面向其他公司开
放。与往常一样，美国和中国公
司只关注相应的国内市场
（Lemonade 和 Metromile 希望
在 2017 年前覆盖全国），只有欧
洲 公 司 在 扩 张 方 面 考 虑
（FriendSurance 和 Trov 进入澳
大利亚市场，FinanceFox 将进入
瑞士和奥地利，而 DocPlanner 正
忙于在 25 个市场建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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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需求和情况的人。 如果投保事

（总计6000万美元），FinanceFox

件没有发生，则费用将退还给会

- 550万美元（总共2800万美元），

员（扣除一部分费用）。

慧择保险 - 3800万美元，Zebra

在线消费贷款的快速发展导
致在线保险服务需求的增加：电
当网络保险业通过了形成阶
段，价格和产品投资者，经纪人
和 其 他 类 似 服 务 （ Zebra ，
PolicyGenius

，

Bunker

，

FinanceFox，Alan，CoverFox）占
绝大多数市场份额。但是，根据
金融科技的整体情况，现在这样
繁荣的服务将会在未来消退，为

子产品保险，运动器材保险甚至
乐器保险（例如 Trov 提供）。健
康跟踪器的销售和越来越多的健
康类应用程序的使用引发了聚合
和分析了新数据类型公司（如
FitSense）的出现。AI 的创新导致
自动提供产品（Clark）或预见到
关键情况服务（Quartet）的出现。

- 1700万美元（总计2100万美元），
Trov - 2550万美元，DocPlanner
- 2,000万美元（合3400万美元），
FriendSurance - 1530 万 美 元 ，
PolicyGenius – 1500万美元（总共
2100万美元），Clark - 1320万欧
元，Alan – 1300万欧元，Slice 390万美元，Bunker – 200万美元，
FitSense – 30万英镑。
区块链对于金融的影响是否
与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相同？

提供给终端客户价值和更多不同

保险科技和健康科技现在快

服务的公司腾出空间。或者他们

速融合，这一发展似乎是合乎逻

世界上的区块链是非常分散

也许将迁移到互补部门，正如

辑的。保险巨头平安启动平安好

的，大量的实施机会、技术复杂

Oscar Health 所做的那样——该

医生，让人们能够与医生预约或

性和工业界的炒作，在媒体渲染

公司现在在许多领域非常活跃，

得到远程医疗服务（它已有七千

下，大大降低了人们在特定情况

为远程医疗创造解决方案，在布

七百万名客户和二十五万名医

下区分良莠的能力。

鲁克林开设新医院（以提高客户

生）。Quartet 允许人们咨询治疗

的忠诚度和通过为每位客户提供

师群体并自动分析其症状。

复杂的服务增加医院的收入），从

DocPlanner 和 Doctoralia 也允许

大众的角度来看与小雇主合作。

患 者 在 线 上 预 约 医 生 ，

总而言之，企业越来越重视
与中小型企业的合作，而不是与
大公司合作，这是由发展的零工
经济（由中介市场的自由职业者，

DocPlanner 在二十五个国家拥有
八百万名客户，Doctoralia 在 20
个国家拥有九百万名客户。

我们先来谈谈加密数字货币，
因为它是“最嘈杂”的部分，尽
管它从真正的创新（除了创造者
和第一批使用者，对任何人有利）
来看是最无趣的。世界上有超过
150 种或多或少为人所知的加密
货币，其中约有 30 种较“著名”，

新一代的服务正在按从未有

其中 10 种占了大部分交易。最大

员工和客户以及按需服务构成）

过的增长速度发展，不仅依靠有

的挖掘能力位于中国，其中 60％

所引起的明显趋势。Slice，Stride，

机增长，而且还依赖于彼此合。

的货币矿藏由 4 个中国货币池控

Bunker 和 CoverFox 为其新型员

DocPlanner刚刚收购Doctoralia，

制（格鲁吉亚-美国 BitFury 是除

工（和客户）提供类似 Uber 的服

Metromile最近购买了保险公司

中国以外最大的）。大约有 50 个

务。 Metromile 和 Slice 分别按照

Mosaic Insurance来 处 理 它 自 己

活跃的交易所，最近有 50 个交易

每英里付费模式和按次付费模式

的承销政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所离开了市场，其中 9 个是主要

出售保险服务，即用按需服务的

被吸引到保险科技/健康科技行

交易所（其中 3 个最大的在中国）。

方式满足低里程驾驶者的需求。

业。然而事实证明，保险公司比

最大交易货币对不是 BTC / USD，

过去金融科技中的银行更为活跃，

而是 BTC / RMB;中国表现出惊人

它们可能学习了不抵制变化或忽

的爆破泡沫的能力，当中国人民

略它们。平安好医生已筹集了5亿

银行开始打击被欺诈和濒临破产

美 元 （ 以 30 亿 美 元 市 值 ），

的银行所污染的网上贷款市场时，

Metromile筹集了1.915亿美元，

再次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投机话

Oscar - 1.5亿美元（市值30亿美

题要求投机工具的支持：高频交

元），Quartet吸引了4000万美元，

易和杠杆交易是发展最积极的细

另一个有趣的方法，也是从
整体经济趋势中借鉴的，是 p2p
保险。这样的服务像 Lemonade
和 FriendSurance 允许没有获得
个人的保险政策，而是成为一个
由你可能知道的人组成的保险团
体的成员，或者至少有与你有类

Lemonade - 三 千 四 百 万 美 元
6

在 2020 年之前无纸化的区块链
战略。Delaware 州正在领导其
他州和国家的许多公司起草认
可区块链记录的法律（新加坡
的 Otonomos 正在为几个国家
的政府开发类似的解决方案）。
英国的 Everledger 通过数码认
证钻石、艺术品和高端葡萄酒，
帮助银行、保险公司和开放市
场降低风险和欺诈行为。
金融科技行业中最有趣的
分市场，衍生产品的发行（包括

的货币），众筹（人们购买产品和

是那些与支付和资产转移无关的：

二手衍生品），越来越多的指数基

服务，在将来可行）和 p2b 借贷

贸易融资、股票发行和交易，为

金的出现。所有这一切从外行人

（借贷公司的加密货币）的一种

银行和企业客户之间有效的工作

员看起来像庞氏骗局的，唯一的

混合形式。2016 年 ICO 筹集的总

流程的解决方案。然而，正是越

问题是——谁会赢，谁会为此付

额约为 2.5 亿美元。Ethereum 区

来越多的组织和财团成立来解决

出代价？

块链实例化的 DAO（权力下放机

这个领域中这些问题，金融科技

构），目的是为商业和非盈利企业

中主要的活动仍是有关转账和银

提供一种新的分散商业模式。它

行监管。新加坡的 Daopass 销售

从一万一千个发烧友中筹集了创

客户识别服务给金融科技初创公

纪录的 1.5 亿美元总额，其中

司、电信运营商、不同国家的信

5000 万美元被黑客利用了 DAO

息传输和电子商务企业。两个美

底层代码的一些漏洞后被盗。

国企业财团，R3 和 Digital Asset

电子钱包确实代表了一个更
有趣的细分，主要用加密数字货
币于交易，并允许用户同时使用
和保存几种不同的货币，他们为
客户发行支付卡，使人们能够用
保存在电子钱包里的钱在线上或
线下支付。例如香港 Xapo（2016

最有趣的（和有洞察力的）

年筹集了一轮 4000 万美元融资，

区块链相关用途严格来说是加密

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积极扩张）

货币之外的领域 - 它们包括医

和英国 Wires。邻近市场——加密

疗保健和物流业的解决方案，土

ATM 看起来更像是公关活动，而

地出售支持，政府和企业工作流

不是真正的市场。目前全球安装

程解决方案。Estonia 是一种电子

了 1000 多台自动 ATM 机。

政务的全球模式，最近与区块链

ICO（初始投币）是市场的有
趣创新。它是 IPO（公司股票的出
售，但是对加密货币而不是普通

的新兴公司 Guardtime 合作，推
出了由医院和保险公司提供的统
一医疗记录数据库。同样地，
Prescript 与 SNS 银行、荷兰的德
勤和 BitHealth 在美国合作。瑞典
政府与 ChromaWay 和合作伙伴
银行正在测试土地登记的区块链
智能合同，这将有益于定期使用
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买家，卖家和
银行。BitFury 在格鲁吉亚推出类
似的举措，而 BitLand 则在加纳
和洪都拉斯（可能随时覆盖尼日
利亚和肯尼亚）。阿联酋推出了

Holdings 为 变 成 全 世 界 银 行 的
Swift2.0 而争取权利。R3 组织了
70 家合作银行（虽然有三个主要
球 员 -Goldman Sachs， Morgan
Stanley 和 Santander 最近放弃了
财团），拥有其股票的 60%，计划
将在这一年筹集 2 亿美元，但实
际只吸引了 1.5 亿美元。Digital
Asset Holdings 在两轮融资中筹
集资金 720 万美元和 6000 万美
元。它关注的是现有的区块链项
目的收购–它在 2016 年收购了
Elevance Digital Finance，在更早
时候收购了 Blockstack. io, Bits of
Proof

and

Hyperledger

。

Ethereum 已经与银行一同推出
了众多的联合行动，试图通过为
传统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有价值的
服务来确保其行业地位。在资金
转移的领域，一些项目（如
American Circle 在 2016 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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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3 亿美元的估值筹集了 6000

在那里发起在线汇款。在这个国

万美元）更专注于 B2C 部分，而

家，该服务拥有 200 万用户（占

其他（如 Ripple 以 3.39 亿美元的

整个客户群的 15％以上），而移

估值吸引了 5500 万美元，加拿大

动支付公司 FreeCharge 已经开

的 Blockstream 也筹集了 5500 万

始整合社交软件应用。早在 2014

美元）专注于 B2B 行业，通过为

年，Snapchat 与 Square 合作推

市场主体创建基础设施的快速和

出了汇款服务（但是迄今为止，

廉价转让，服务于最终用户。亚
洲投资人把资金都投资于三家公
司：中国的百度和宜信投资于
Circle，日本的 SBI 投资于 Ripple，
而香港的维港投资投资了

市值）和 Snapchat 在 2017 年初
（由于当时市场价格波动，现在
被“校准”，资本金约 22 亿美元）。
亚洲的社交软件由于其产品

这方面的进展情况没有消息）。在
2016 年，传闻说，像 Robinhood
这样为年轻人设计的网上交易服
务将会被推出（之后还不断有传
言）。谈到新银行，我们目前看到

Blockstream。这三家投资公司：

范围的多样化，如微信，

许多移动银行的“Snapchat 一代”，

第一个是在中国市场上积极增长

KakaoTalk 和 Line，都比美国同行

所以也许只要收购其中一个就可

的公司，第二个在日本和南洋有

有更多的利润，您可以通过一个

以让公司进行金融服务，并同时

很强的地位，而第三个在其他亚

应用程序来订购出租车，在线购

提高其客户群的货币化。在美国

洲市场没有积极扩张。

物，支付账单，玩游戏，付款和

和 欧 洲 国 家 ， TransferWise ，

转账。 微信拥有 8.46 亿用户，

Azimo ， CurrencyCloud

其中 300 万用户使用微信支付。

WorldRemit 等创业公司通过社

该服务已经获得了 4,600 万美元

交软件促进汇款比社交软件本身

的汇款费用，我们如果推测其年

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 很可

在线汇款业务是最有活力的

交易额约为 550 亿美元（几乎是

能他们最终将被收购，正如两年

金融科技业务之一，主要是由于

PayPal 的营业额为 282 亿美元的

前市场所预测的那样。 对于在这

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者的巨大兴

两倍）。该公司已与 Apple Pay 和

一领域尚未成功的社交软件公司

趣。 类似的基于区块链的创业公

星巴克集成，扩大其在中国的渗

来说，这是最有意义的。

司迄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透率，并与 Adyen 合作，允许外

但还没有对市场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客户以其他九种货币在其他国

趋

利

性

：

Venmo

（TransferWise，Azimo 等）新型
社交网络

社交软件聚集了大量用户：
12 亿 WhatsApp 用户，超过 10
亿 Facebook 用户，8.58 亿 Viber
用户，8.46 亿人使用 WeChat，
2.20 亿 工 作 线 ， 1.58 亿

-

Snapchat，1 亿-telegram，480 万
-KakaoTalk，500 万 - Slack（其
成功说服 WeChat 和 Line 为其观
众推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所有上
述公司都在努力成为“不只是社
交 软 件 ”。

除 了 WeChat ，

KakaoTalk（韩国以外的用户人数
已经从 1000 万人下降到 680 万
人，减少了 15％）和日本 Line（泰
国市场份额很高，部分 SEA 国
家）。其中两个上市：Line 在 2016
年上市（市场价格稳定，约 730

家增加电子钱包。微信支付不像
阿里支付那样，还没有开始收购
国外的金融科技型创业公司。
KakaoWallet

的 成 功 鼓 励

KakaoTalk 成为一家独立公司。
在 2016 年，它获得了监管机构的
网上银行许可证，并在 2017 年初
吸引了来自于 AliPay 的 2 亿美元

和

与其他许多金融科技行业一
样，大多数领先的在线汇款公司
位 于 美 国 （ Venmo ， Dwolla ，
Remitly，ClearxChange）和英国
（ TransferWise ， WorldRemit ，
Azimo，Revolut，CurrencyCloud）。
法 国 （ Lydia ）， 爱 尔 兰
（ CurrencyFair ）， 以 色 列
（TravelersBox），韩国（Toss），

的投资。像 Facebook Messenger
和 Telegram 这样的玩家一直在
积极开发聊天室和集成游戏。
Facebook Messenger 现 在 不 仅
在美国而且在欧洲都有网上汇款
（公司已经在爱尔兰获得电子钱
包许可证）。WhatsApp 关于这个
话题的消息在 2016 年并不是很
多，除了在印度有传言该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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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Instarem，Fastacash，

Lydia 已经与 Slack 合作，关于这

轻客户推出了微型贷款和 PFM

Kashmi），菲律宾（Ayannah）等

一类的例子目前也已经很多了。

服务。新加坡的卡什米也正在考

国家都有发展良好的汇款服务，
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增加自己的产
值被更大的公司（如以色列
Xoom）收购被美国 PayPal 收购），
几乎没有改变市场格局。否则，
这些公司将不得不横向扩大产品
线，而不是与国际单品公司竞争
市场份额。汇款占其核心业务中
非常低的利润，因此，必须以客
户群的指数级增长，或者通过新
的免费产品来增加利润。只是通
过提供高质量的汇款服务是不够
的。
外展扩张需要不断的现金流
入，因此，大多数创业公司在
2016 年 吸 引 了 新 的 资 本 ：
TransferWise - 2600 万美元（总
计 1.17 亿美元，价值 11 亿美元），
WorldRemit -4500 万美元（价值
445.8 亿美元），Azimo - 1500 万
美元 ，Revolut - $ 48 万美元和
额外的 1000 万美元，Remitly 3850 万美元（总共约 1 亿美元），
CurrencyFair80 万英镑和 88 万美
元，Toss - 2300 万美元和 2370
万美元，AirWallex- 500 万美元，
TravelersBox - 100 万美元（总计
1550 万美元），丽迪雅 - 78 万美
元，Instarem - 500 万美元。与
Venmo 在 2016 年 17.6 亿美元的
汇款业务相比，其他公司的回报

汇款公司曾经与加拿大，日
本和美国的 TransferWise 等发达
市场进行竞争。然而，2016 年，
我们看到开始向亚洲国家大规模
迁 移 ： Azimo 进 入 亚 洲 市 场 ，

虑开发 PFM 服务，随后又为全球
青少年观众提供全面移动银行服
务（不仅在新加坡，而且还在非
银行账户市场：菲律宾，斯里兰
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WorldRemit 正在非洲发展，而在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历史悠

拉丁美洲则是 Remitly。无银行账

久的汇款巨头公司们认为这些新

户的市场现在有他们的区域领导

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威胁，而且也

人（菲律宾的 Ayannah 或缅甸的

是市场变迁者，因此，这些巨头

红点网络），这使得新的应用程序

正试图重新考虑他们在数字化时

和传统的领导企业开始整合他们

代下的定位。西联汇款，

的线上线下战略。

MoneyGram，XpressMoney 已经

除了与 chatbots 的整合外，
2016 年汇款初创公司开始推出
免费产品，吸引客户更多的兴趣：
PayPal 的 Venmo 开始与 PayPal
的销售点集成，允许他们通过应
用程序接受付款。从纯汇款业务
转向离线和付款本可以帮助公司
从客户群增加收入（过去汇款吸
引大量客户，但边际偏低）。令人
惊讶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汇款
服务和 mPOS 收购方之间的重要
合作（或并购）。然而还是有几个
例子：Ezetap 在印度与 Paytm 和
Mobikwik 合作，而 Square 则开
发 Square。现金也遵循相同的逻
辑。有两个有效的方式来扩大产
品范围和增加客户群体的可扩展
性：韩国 Toss 已经为其 400 万年

启动了新一代 API 集成的项目，
并试图通过与银行建立更密切的
合作伙伴关系和联合项目来留下
这些新企业。世界上最大的科技
金融公司蚂蚁金服（支付宝）正
在等待批准以 8.80 亿美元收购
MoneyGram，这也使得后者脱颖
而出。这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
MoneyGram 有机会在通过在线
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而 AliPay 通
过连接 200 个国家的 35 万个合
作伙伴实现了线下整合（在 1.2 亿
的中国出境游客中，平均每个人
花费 875 美元），与银行相关的账
户涉及 24 亿个。传统的龙头企业
和新进入的企业正在寻求开放的
API 开发，以便成为一个平台，而
不仅仅是“最后一公里”即客户
关系合作：美国 Dwolla 与 650K

要 少 很 多 ： Toss - 3 亿 美 元 ，
Revolut - 5 千万美元。虽然像
Facebook ， KakaoTalk ， Line ，
WeChat 这样的大型社交软件和
社交网络正在进入社会汇款市场，
受到中国 WeChat 巨大成功的启
发，网上汇款的创业公司正积极
与聊天软件合作：TransferWise
和 Azimo（其中 已经从 Vak 的所
有者乐天筹集了新的一轮）已经
与 Facebook Messenger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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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也将其战略转向了这个方向。
电讯公司正试图在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英国 Lebara 已经推
出 Lebara Money 试 图 复 制
mPesa 在非洲 Vodafone 的成功，
但评估结果还为时过早。客户喜
欢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是两个
不同的东西。为此，收购其中一
家创业公司的风险将更小，价格
也便宜得多。

他们会被传统的支付业务公司收

互补部分（反之亦然）。微信支付

购以增强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竞争

继在美国，加拿大开展业务之后，

力（可能当前估值过低），或者被

开始在英国开拓业务并扩展到了

Stripe, Klarna and Adyen 这类大

mPOS 收购业务。

公司收购，给他们一个进入新市
场的契机（不太可能），与其他金
融科技创业公司合并，以增强各
国的服务生态系统（最有可能）？
Braintree（PayPal 的一部分）在
收 购 后 的 三 年 （ Q2'2013Q2'2016）中增长了 25 倍。Stripe
在 25 个国家开展业务（并在英国，

信用卡付款刺激业务增长

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积极拓展
业务），筹集了 1.5 亿美元的 D 轮

许多澳大利亚在线收购者的
营业额也很高。 eWay，拥有 2 万
5 千的客户群体，被全球投资以
5000 万美元收购（2014 年以 3.05
亿美元收购 Ezidebit）电子商务繁
荣使得印度的在线收购呈现高增
长率。亚马逊收购 EmVantage，
其竞争对手 Flipkart 和 Snapdeal
开发自己的解决方案并收购其他
企业。当地的 Transerv 每月营业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仍在强

融资（总合 4.6 亿美元），估值达

调，阿里巴巴不只是一个零售贸

到了 90 亿美元。
（一年前估值 50

易平台，而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

亿美元）。他的欧洲同行——来自

了一个渠道，使他们能够快速成

荷兰的 Adyen 和瑞典的 Klarna，

长，将世界各地的客户联系起来，

每个都估值 20 亿到 30 亿美元，

势头稳定，但该地区的企业

并有了与世界领先的公司进行平

增长强劲并成功竞争。与 Uber，

（2C2P，Omese，红点支付）的

等的竞争的立足之地。mPOS 和

Facebook 和 Net flix 一起工作的

发展速度并不像以色列同行那么

在线收购金融科技型创业公司也

Adyen 将 WeChat Pay 作为新的

快，例如，Credorax 已经吸引了

采取类似的态度。这些公司就像

付款方式，并将 Etsy 和 Sabre

8000 万美元，Zooz 吸引了 2400

马云一样，看到他们的使命不仅

Airline 作为客户，扩大到巴西，

万美元，并且总资金达 4050 万美

仅是为大公司提供尖端支付处理，

香港和澳大利亚。已经获得欧洲

元。欧洲除 Klarna 和 Adyen 之外

而且还提供技术和分析工具来帮

银行业务许可证的克拉尔纳正在

没有大的这类企业（火箭互联网

助他们发展业务。 他们的座右铭

筹备获得在美国开展业务的许可

的 Paymill 被 Klick＆Pay 以未公

说：
“不要少花钱，只赚更多的钱”。

证，并积极地开发中小企业贷款

开方式收购）只有小的公司在市

（现在合作）和线下收购解决方

场上存在。

在线收购市场在世界各地急
速增长，然而大公司会占据更大

案。

额达 1500 万美元，在 C 轮中吸
引了 1500 万美元。
尽管东南亚的电子商务发展

在 Square 的 IPO 之后，对

的领导优势。大公司发展比小公

中小企业的营业额贷款

mPOS 板 块 的 关 注 显 著 下 降 -

司更迅速，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

（PayPal 周转资本和 Square 资

尽管考虑到这种服务的稳定需求

个问题，小公司的未来在哪里呢？

本）和 mPOS 收购是在线收购的

和金融科技服务扩展到中小企业
部门，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再次
引起关注。新服务准备寻求一个
“核心”来统一金融生态系统，
以及数据来源和廉价的客户采集
渠道。
Square 以及大多数 mPOS 企
业目前仍然没有开始盈利（最近
竞争对手 SumUp 报告了他的盈
利能力）然而，Square.Capital 的
成功（其表现出高水平的利润率
10

最近 Square 公司也遇到了

东南亚，非洲，中国，日本，韩国

同样的问题并且对线下业务开始

和西亚有一些公司; 然而如果他

感兴趣，他们开始通过苹果店来

们在下一年没有巩固自己的市场

兜售自己的产品。一方面，它确

地位很可能会被淘汰。

实是一个有趣的分销渠道和产品

对于银行，mPOS 收购仍然

的客观化，并且帮助客户记住公

只是另外一个形式（与许多其他

司，从而倾向于更多地购买其服

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相同），而不

务。另一方面，这种对象化将客

是一个致力于为中小企业客户创

户的注意力集中在硬件上，不清

造价值的全新系统。因此，由于

楚他购买的是即插即用硬件盒还

与 Ingenico，GoSwi ff，WePay 或

以及低风险水平，结构上类似

是商业分析软件，让他重塑他的

FirstData 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

PayPal 流动资金）打消了人们对

业务，这种新的机会可能会损害

认为他们的解决方案具有竞争力。

其潜在的潜力的担忧。mPOS 收

对服务价值的看法。

它相当于结合了特斯拉的身体和

购可能会变成一种获取客户的渠
道，并为 Square 的不良资产和信
用风险处理提供数据资料，同时
公司也将通过为中小企业贷款和
互补产品来赚钱。问题是其他玩
家是否以及何时要扩展到这个细
分市场（而且 iZettle 已经推出了
这方面的服务）。
到目前为止，对于 mPOS 企

Square 在产品线多样化的
速度和质量方面仍然是潮流引领
者：采用自己的解决方案
（Square.Cash，抽屉，发票和开
放 API），以及购买的产品（Square
Capital 的 Framed Data）和合作
伙伴关系（Intuit ，Xero 等人进
入澳大利亚市场）。SumUp 已经
与 neobanks Holvi 和 Fidor 合并。

你学校的老汽油车，称之为“电
动车”。还需要改变许多事情和内
部流程，以便让客户可以爱上它。
而这些粗糙又便捷的服务能够销
售出去就支持了这一观点。显然，
电信运营商将要遵循同样的道路，
如果他们没有遵循原始策略和强
大的团队去投资独立的公司，沃
达丰也会在印度尼西亚与匈牙利
的 Ingenico 和 OTP 银行以及印

业（Square，Sum Up，Ezetap）

印度 Ezetap 代表了一个有趣的

的专有权的合法性如何鉴定尚不

例子：它已经与流行的电子钱包

明确。有些分析者认为他的优势

Paytm 和 FreeCharge（已开放的

在于能够帮助企业不依赖与硬件

API）集成，它不会收取任何额外

设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只是白

的交易费用，通过每月订阅他们

另一个补充的方向是生产新

白浪费钱。总的来说，如果你在

的应用程序的数据流量和数据分

的收银机（通常是平板电脑），再

打造一条完整的专属金融系统，

析来盈利。

加上业务管理软件（通常是云端）

那么这条途径对于你来说无疑是
完美的（就像苹果）。同样的理由
适用于获得自己的支付许可证，
而不是与银行合作。增加一次性
支出可能阻碍公司在一段时间内
的扩张，但是许可证会让你更灵
活和敏捷从而使得你在当地市场
的发展更便宜更快。

mPOS 服务“转移”方向不
仅包括分析和贷款，还包括在线
转账（包括向中小型企业和潜力
高的市场的转移），在线获取（正
如 Square 在最近更新了他们的
API），新的收银机解决方案和云
管理系统。到目前为止，没有人

度的 GoSwi ff 和 BNI 进行类似的
业务，（看看 mPesa 与沃达丰合
作的成功）。

的开发，包括付款，CRM，营销，
人力资源和采购管理工具。大多
数这些新企业来自美国（Square
Stand，AllSet，Poynt，E laCarte，
ShopKeep，Revel，Breadcrumb，
Clover，Toast and Lavu），加拿大
（Shopify POS 和 Lightspeed），

冒险进入这个方向; 然而为中小
企业建立新型移动银行会将是一
个非常有远见的举动。
在地理分布上上，mPOS 项
目主要位于美国，英国，德国，
巴西和印度，澳大利亚是来自世
界各地新兴企业最感兴趣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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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Vend，Albert）和新加

8.5 万的付费客户和 10 亿美元的

业务市场不得不说增长了很多。

坡（Mobikon 等）。德国，爱沙尼

营业额 年; LightSpeed，拥有 3.6

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

亚，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

万客户，价值 130 亿美元的交易

为传统的银行在历史上对中小企

西亚还有其他一些小型项目。

从 Accel 筹集了 3000 万美元的 A

一半的企业强调硬件销售
（Poynt，Square Stand，SumUp
Stand，ShopifyPOS，E la Carte，
ShopKeep ， Albert ， Revel ，
Breadcrumb），另一半（AllSet，
Vend，Lightspeed，Clover，Toast，
Lavu ，Erly，Mobikon）专注于该
软件。同时，后者具有更强的扩
展能力以及更快地扩展到世界上
任何国家的优势，然而在这种情
况下，客户参与度并不是很高。
大部分这些解决方案（AllSet，

轮融资; Revel 与 3 万客户在过去
6 年中共累积了 5 亿多亿美元;
ShopKeep 有 2.3 万客户和 7000
万美元投资; Vend-1.8 万客户并
筹集了 900 万美元; Mobikon 约 3500 客户; Toast 拥有 1000 多
名客户，А轮融资筹集了 30 美元;
Lavu —A 轮融资 150 万美元;
AllSet 在 A 轮融资中吸引了来自

业来说提供的是糟糕的服务。到

Andreesen Horowitz 和其他投资

目前为止，贷款工具范围足够广

者的 250 万美元，在美国 3 个城

泛：

市的 180 家餐厅中有 8500 个订
单。

E laCarte，Breadcrumb，Mobikon，
Toast，Lavu）专注于餐饮部门（咖
啡馆，酒吧和餐馆）。

业务部门仅与 mPOS 收购高
度集成，而与 P2B 和 SME 贷款和
在线保理业等部门建立了良好的

一些企业是大公司的子公司：

合作伙伴关系。再次，这样的服

iqPOSitive （ 由 Revel 购 买 ），

务不会将他们的客户数据（大数

Square Stand（Square），SumUp

据和在线评分）资本化，而数量

Stand （ SumUp ）， Shopify POS

和质量都足以促进向目标对象其

（

他金融科技服务（手机钱包，汇

Shopify

） ，

（ Commonwealth

Albert

bank ），

款，微型贷款等）。

Breadcrumb（最初由 Groupon 购
买，

在 2016 年 交 易 给 了

Upserve），Clover（First Data）。
考虑到中小企业业务的潜力，

其他五种获取商业贷款的方
法

• 通过在线服务获得
资金，促进企业贷款（在线
中小企业贷款服务）;
• 将应收账款出售给
另一家公司或获得其保证
的贷款（在线保理）;
• 吸 引 私 人 投 资
（P2B借贷）;
• 作为股东吸引私人
投资者（众投）;
• 向潜在客户索取钱
来实施您的产品/服务（众
筹）。

这些公司的客户群和交易量都相

尽管外国媒体的主要争议是

谈到在线中小企业贷款服务，

对较小，但是投资和估值很高：

由 个 人 的 在 线 p2p 贷 款 引 起 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大的三家

电影节吸引了 1500 万美元的债

（如LendingClub和Kreditech），

公司，OnDeck，Kabbage和CAN

务，2800 万美元的股权融资与

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替代的贷款

Capital，已经形成了ILPA联盟以
规范行业的流程和规则，公司愿
意遵守规则分配债务资本。他们
还推出了SMART Box，它比较了
这些借贷网站的价格和条件。行
业整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信任这三家公司的积极
作 用 。 在 2014 年 发 布 IPO 的
OnDeck（虽然股票从20美元跌至
4-5美元），但从平衡和市场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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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投资机会和自动化合作。
但就这些领域而言它们目前无法
与大银行竞争。

小企业提供贷款; 它也积极增加
与银行的合作（为摩根大通、瑞
士信贷以及小银行提供了2亿美
元）。Kabbage（其筹集了2.4亿
美元的投资并支付了20亿美元的
贷款）也正在通过其子公司
Karrot与合作银行和发展中的消
费 贷 款 市 场 积 极 合 作 。 CAN
Capital（向70000家商家支付的价
值60亿美元的170,000个贷款）也
专注于与银行的合作关系。

C2FO 是一个有趣的公司，它
不是提供在线保理而是提供机会、

这个领域（在线保理）与涉

算法和流程来激励合作伙伴（通

及供应商关系自动化（会计、费

过折扣或奖金）更快地支付应收

用、电子发票）的公司非常互补，

款。该服务在 70 个国家开展业务，

例如：Taulia（从 BBVA 等投资者

并已“激励”10 亿美元“早期付

吸引 D 轮投资，正在计划 IPO，

款”（已从花旗投资公司和其他

但推迟到下一个年度），

投资者筹集了一轮融资）。一些

Tradeshift（估值 5 亿美元，拥有

公司使公司的自动化和更好地管

850,000 名客户，其中数十名列于

理采购：Basware（5.27 亿欧元的

“财富”500 强，每年交易 10 亿

市值），Coupa（最近上市，13 亿

美元，从 PayPal 和其他投资者筹

市值），以及新公司 Procurify。

集了 2 亿美元），甚至像 Ariba 这
样的老牌商业网络（200 万家公
司，一万亿的交易额，正在积极
渗透中国市场）和 The Interface
Financial Group（这些老公司正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积极寻求新
的地位）。自动化业务的边际化
程度相当低，但客户群体非常庞

区块链中有巨大的应用机会：
不仅在交易方面，还包括存储、
验证、交易签名、承包商的合规
和验证以及许多其他相关流程。
以及这种交易、供应商和承包商
的网上保险以及他们的债务。
P2B 贷款服务也在增长，如

大。它不仅对合作伙伴而且对兼
并者和收购者都有很大的希望。

在线保理作为中小企业的替

更 不 用 说 Intuit 的 XERO 和

代资本来源也在积极发展：这样

QuickBooks 这样的在线会计服

的服务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购买

务（大多数新服务都有基于这些

应收账款，或将其出售给合作银

公司数据的决策过程）。这些公

行，或作为向其他市场参与者出

司正面临着一个挑战，这可以用

售的中介市场（他们用账户余额

一句“Disrupt yourself”来描述，

或用应收账款作为质押贷款）。

感觉好像他们很快就在过去的重

据 Fundbox（占有 3.25 亿美

解决方案。

量下“抛锚”了。

元的市值），在过去 12 个月中美

特定目标受众的利基解决方

国未付发票总额约为 8250 亿美

案是成功的。例如，在线贷款人

英国的 Funding Circle（超过 10

元。这个问题不仅在美国（Hijro

Bluevine（从花旗投资公司和其他

亿英镑的贷款）和 Nucleus（针对

\ Fluent Network 和其他公司）：

投资者募集的 49 亿美元 D 轮资

中小企业的各种产品，从透支到

很多服务已经出现在英国

金中，发行了 2 亿美元的投资组

不同部门的代理）。尽管服务、

（Tungsten, Platform Black, Due

合，并最近推出了相关的产品，

解决方案和技术都非常丰富，但

Course, Market Invoice）等国家

品牌名称为 Flex Credit，用来扩

在亚洲、澳大利亚、中东和非洲

（ 印 度 Kredx ， 新 加 坡 Capital

展信用额度），专注于餐饮公司。

几乎还没有这种创业公司。

Springboard，澳大利亚 Waddle，

FastPay（一笔从花旗投资公司和

阿联酋 InvoiceBazaar）。较小的

其他投资者筹集资金 15 亿美元

银行对这种平台（贷款和保理）

的投资组合）也推出了数字媒体

MoolahSense，CapitalMatch 和

感兴趣，因为它们为中小企业客

行业的“FastPay for Enterprise”

NewUnion 这样的新加坡平台与

像

Funding

Societies ，

主要银行（DBS）实验性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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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被银行认为太小的客户提

立的产品市场，而 IndieGoGo 已

通过众筹购买的货物的报销担保。

供贷款，伴随着他们的“转售”，

经与通用电气、哈曼国际工业、

这证明市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当这些小客户成为传统公司巨头

Hasbro 和 Shock Top 建立了合作

占巨头交易的份额很大，并且表

的囊中之物。

伙伴关系。大量公司现在可以以

明预付产品的生产和交付违约数

更具互动的方式来实行他们的新

量有所增加。第二个消息显示

想法和技术，并使用开放给新兴

PayPal 可 能 会 收 购 市 场 领 导 者

用户的服务。平台还会收到新的

GoFundMe（30 亿美元的营业额，

主要客户并吸引他们的注意。

6 亿美元市值，2500 万用户）。

法国 Lendix（其已成为国家
的领导者，收购其竞争对手
Finaquare，现在正在扩展到西班
牙）和印度 Loanzen（发现与其
主要网络合作伙伴相关的中小企

平台正在建立一个互补的服

业作为其供应商）显示出一些有

务生态系统：IndieGoGo 发起股

通过众筹/众投吸引了股本资本：

趣的结果。

权众筹（众投）; 倾斜；Tilt 发起

例如，CoAssets 在 ASX 上市（实

在线汇款；KickStarter 已经为音

际上比起传统 IPO 应该说是众

乐家和艺术家创建了一个创业公

筹），或者 Crowdcube 从 30 万

司 名 为 Drip （ 与 Patreon 和

名用户中吸引了 800 万英镑。

最 著 名 的 众 投 服 务 是
AngelList （ SecondMarket

和

一个有趣的趋势是，平台也

SharesPost 几 乎 被 称 为 创 业 公
司），而与 AngelList 相比，全球
所有其他项目都是小到中等规模。
亚洲这一地区的活动急剧增
加来自马来西亚，发行众投许可
证的第一人（Crowdo，CrowdPlus，
FundedByMe）。按照马来西亚的
例子，新加坡已经把注意力转移
到了这个领域，并且 FundedHere，
Crowdo 和 OurCrowd（这个以色
列的创业公司也从新加坡 UOB
银行募集了资金）已被许可。
众投在房地产业继续成为独
立行业的动力。除了知名的

Show4me 列同一地位）。

目前，许多国家正在关注如

RealtyMogul，我们还要强调新的

然而，尽管 KickStarter 的收

何支持和加速他们的创业生态系

美国公司 RealtyShares，马来西亚

购，现在谈论通过并购进行市场

统的发展（包括关注金融科技），

的 EthisCrowd（伊斯兰银行投资）

整合为时过早（尽管如此，这将

并通过这种类型的平台而非直接

和中国多彩投。这种平台与证券

是一个逻辑上良好的发展阶段，

提供金融市场支持。例如，新加

交易所的合作也值得关注：这对

由这个行业的创业公司数量判断，

坡、马来西亚、香港、韩国、日本

科技公司来说是一个预先 IPO 工

其中许多是为竞争同样的客户而

等国家为创业公司提供了大量的

具或交易工具，与主要证券交易

相互抵制的）。

赠款和共同投资计划。如果他们

所相比具有较低的市值：
SyndicateRoom 和 LSE，一些新加

大多数众筹服务的扩张能力

坡的创业公司和 SGX（许多亚洲

和计划产生了疑问和疑虑。除了

创业公司目前更喜欢在 ASX 上

扩大到香港和新加坡之后，现在

市）。

在 18 个市场上的 KickStarter，其
余的公司展现出较差的可扩展性。

众筹平台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正在扩大规模：亚马逊已经为众

PayPal 通过两个消息提高了

多开展众筹项目的产品开发了独

对众筹市场的兴趣。公司取消了

在市场参与者取得了一些积极的
成果后提供这些，就会简化市场
流程，加快生态系统的发展，使
市场本身更加透明化。例如，印
度尼西亚目前正在考虑这种合作
关系；iAngels 正在以色列实施，
而桑坦德银行通过 CrowdFunder
平台提供 50 \ 50 共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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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贷款的核心是在细节上，
而不是在“在线”或“借贷”部分
越来越多的在线贷款服务出
现（像美国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
样太多了），他们有许多的类型
和偏好。有发薪日贷款（PDL）服
务，大额贷款（高达 4.5 万美元）
和长期贷款（最多 5 年）的一般
贷款，学生贷款，消费贷款（在
线和线下购买），汽车贷款和抵
押（少部分），P2P 借贷和在线典
当行，而且只有个人才可以使用。
我们分别分析了 5 种中小企业的
在线贷款类型。同时每个服务有
不同的重点。对于比较稳健的客
户会提供利率更低的贷款（与银
行相比）和更方便的贷款条件，
对于信誉不佳或者有违约情况的
用户，他们的贷款条件会严格很
多，而且利率也会比较高。这些

和廉价银行的贷款。在某些情况

新一轮 7000 万美元和 4.68 亿美

下，他们也转向投资组合证券化

元的投资（总计 3 亿美元的投资

（当类似的期限结构和流动性风

和信贷额度）中吸引了众多客户。

险的债务由外部审计师进行评估

Bestegg 在 2015 年发行了 150 万

时，汇总并出售给投资者作为担

美元的贷款，并于 2016 年出售了

保），因为风险投资不能为他们

2.05 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微

提供足够的资金。这类证券的专

型贷款服务 LendUp 已经在 23 个

业平台开始出现并促进交易。就

州开展业务，并积极推出新的信

证券化而言，虽然大企业可以自

用卡，吸引了 47.5 万美元的投资，

己应对这个问题，但小型企业需

达到 5 亿的估值。Pave（在 2016

要专门的平台和资金来担当其中

年初为证券化了 3 亿美元的投资

介。信贷投资组合证券化问题（以

组合）筹集了 800 万美元的 A 轮

及长期和便宜的融资来源）是至

融资，Ascend 吸引了额外的 1100

关重要的，印度和东南亚，贷款

万美元。

创业公司的大量增加和无法扩大
到国家层面导致“母鸡和 蛋“问
题（只要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借款
人）。如果解开这个戈迪安结，
日本和韩国的基金可以发挥促进
和统一的作用。

信贷机构反过来可能会用自己的

美国和中国是在线贷款高度

钱借贷或担任银行或微机构的中

发达的两个国家。 在中国，p2p

间人。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这

平台最为广泛，而在美国则有许

些都考虑进来，那么在线借贷可

多资产负债表贷款公司。Elecom

以分为几百种。

向其 14 万客户发行了价值 3.1 亿

然而，在其他国家，贷款创

美元的贷款，并于 2016 年将其信

业公司存在并显示出高增长率，

贷额度扩大至 5.45 亿美元。Avant

即使有相当多的创业公司。 德国

向 50 万客户贷出了 30 亿美元，

Kreditech 从国际金融公司募集

出售价值 2.55 亿美元的资产支持

资金 1100 万美元，从乐天公司筹

证券，另有 3.92 亿美元作为摩根

集资金 10.4 亿美元，这是受影响

大通和瑞士信贷的信贷额度。

大的投资者。 加拿大 Lendful 新

Payo 为超过 200 万客户提供了

一 轮 吸 引 了 1500 万 美 元 ;

超过 60 亿美元的奖金，2016 年

Borrowell（现在提供信用评分，

过去一年提出了贷款创业公
司的融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借
钱给不断增长的客户群），因为
这些创业公司和这些企业的增长
率使得他们寻求外部融资来源，
例如 来自养老金，保险和对冲基
金的信贷额度（由于后者的固有
风险，无法直接投资创业公司）

可以免费跟踪自己的信用记录），
另 外 增 加 了 640 万 美 元 。 在
Asian-Pacifc 中，有一些值得我们
关注的东西在中国。香港 WeLab
（ 香 港 品 牌 WeLend 和 中 国
Woladai 品牌）将业务模式从 p2p
改为 b2c 贷款，从马来西亚主权
财富基金哈马尼亚，荷兰银行
ING（其为香港发展提供另外 25
万美元）筹集了 1.6 亿美元，中
国国有企业广东科技金融集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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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行了 10 亿美元的估值。印度

有者，投资美国借贷创始人

的印度贷款公司（有 30 家银行和

Payoff）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MFOs 的合作伙伴）从美国运通

并 在 2016 年 两 轮 中 筹 集 了

投资公司吸引了 400 万美元。 印

9000 万美元，估值为 10 亿美

度，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没有任何

元。此外，这个平台不会自行发

迹象表明即将发生的突破。

放信用卡，它作为客户和合伙

销售点贷款（POS 贷款）正
在蓬勃发展。 有两个部分：一个
线上，另一个用于线下卖家。
Afrm 与 35 岁以下的借款人合作，

银行之间的中介，德国信用卡
公司追求同样的策略（尽管目
前只能在线购买）。
在线典当店也展示了有趣的

对象的 Credible 与领先的在线贷
款平台（如 LendingClub，Prosper，

已将其解决方案应用到 850 多家

商业策略。 他们为两个根本不同

Avant，Upstart 和 Pave）合作发

卖家和 10 多个大型电子商务平

的目标群体工作：英国 Borro（筹

行零售贷款。

台。在 D 轮融资中公司筹集了 1

集 560 万新投资）向富有的借款

亿美元（合计 4.2 亿美元）。 加

人发放贷款，这些借款人以艺术

拿大创业 FinanceIt 吸引了另外

品（最常见的抵押品），昂贵的

1700 万美元（出售其解决方案到

服装，珠宝，汽车，房地产 （价

1000 多个客户）。 俄罗斯 REVO

值 2 千万到 2 亿英镑的贷款发

筹集了 2000 万美元（2015 年又

行）; 而菲律宾的 PawnHero 恰恰

有 500 万美元），美国 BlisPay -

相反，对在阿里巴巴上可以找到

1275 万美元在种子阶段（现在他

的少量商品借款给借款人（如果

们正在筹集类似金额的资金），

贷款违约可以在阿里巴巴转售）。

LoanHero- $ 250 万美元（总共
420 万美元） 100 多个商店）。
China Rapid Finance 有一个有趣
的策略：它主要是由于与电子商
务平台（诸如旅游，电子，游戏
和服装等行业）的众多合作伙伴
关系，其重点是 EMMA 客户（新
兴中产阶级移动业务） 为了传播
到细分市场，他们已经开了 70 多
个。 该公司已经拥有超过 120 万
客户，宣布与腾讯（WeChat 的所

就像在线贷款的其他细分的
情况一样，个人财务管理和规划
建议，信用记录及其改进是互补
的服务。同样适用于在线贷
款.Afrm 购买了 PFM 应用程序扫
描，而 Payoff 和 Commonbond
与移动银行 Moven 具有内置的
PFM 功能。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
变得更加普遍。Avant 通过 API 与
LoanDepot 集成，以学生为服务

与在线交易和投资管理服务
的整合是另一个互补的部分。 这
样的服务使他们的客户不仅可以
投资于股票，而且可以借给在线
借贷平台。 例如，加拿大借贷服
务 Borrowell 与 Wealthsimple 投
资平台相结合，而美国在线交易
者则考虑与 p2p 平台的整合。
尽管美国市场目前发展很好，
但存在着市场上公司太多的问题。
早些时候资本达到 1000 万美元
的小型创业公司 Vouch 已经关闭，
中等规模的 RoundBack 贷款在
2016 年 10 月停止了贷款支出
（“由于美国在线贷款行业的问
题”）。 此外，Argon Credit“面
临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
Elevate 公 司 和 China Rapid
Finance 公 司 将 其 上 市 延 期 至
2017 年。
让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
“鸡蛋”问题（借款人和资金对
他们的适用性）逐渐变成“恶性
循环”问题（吸引足够的资本必
须精与风险管理，这迫使市场不
按价格因素来分析市场，而是侧
重于受众目标并了解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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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生态系统存在”

使在线贷款人在市场上更为重

（如果没有新的产品，吸引的客

要），而且也有一些比较模糊的

户会离开）。

原因。首先，存在一个风险问题：
有大约 2000 个 p2p 平台，其中

这些平台上的投资者变得越

有 1000 多个平台没有在产品方

来越务实，他们不再受到项目的

面脱颖而出，也不改进风险管理。

新方法的束缚，而是倾向于更多

它导致了由不断增长的坏帐水平

地关注预期的可扩展性与潜在风

引起的泡沫效应。其次，这些产

险。 他们也变得更大（通过这种

品被高估了：他们都是中国人，

服务进行资本部署的关键因素是

他们只在中国工作，中国的资金

基金和银行），因此，创业公司

是股东。没人知道当这种连锁被

需要改进其报告和流程管理（在

打破时会发生什么。 这些公司向

获得贷款组合方面需要更多专业
知识，而不是金融创新）。正如

LendingClub（90 亿到 100 亿的

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全新兴起的

贷款，1,700 万借款人，14 万 2

创业公司（和基金）仅仅投资于

千的贷款人）历史上以较低的利

这种服务（例如俄罗斯——美国

率针对最可靠的贷款人和抵押贷

黑月亮公司）。

款人，其增长率和股价下降（由

贷款市场（资本持有人和潜
在借款人之间的调解员空间）的
想法不再相关：您需要尽可能集
中精力：更好地管理风险（通过
大量数据或某些特定受众需求的
本地化），或有一些独特的（特
定条件，质押或缺席，发行方式，
特定客户）或最大的投资金额（然
后我们再次回到客户的数量和风
险管理质量的问题）。
现在我们能够讨论的只有三
个国家，那些 p2p 贷款已经成为
一个成功的现象：美国，英国和
中国。

美国市场领导者

于监管压力） 。该公司正在寻找
业务多样化的新增长驱动力：它
吸引了新型贷款人（来自加拿大
国家银行的 13 亿美金），并推出
了汽车贷款偿还（4 亿美元的市
场，其中支付总额达到 400 亿美
元 ）第二大企业 Prosper（50 亿
美元的投资组合），与更高利率
的更有风险的借款人合作，正在
积极开发补充产品：例如，PFM 服
务 Prosper Daily（前 BillGuard）
和 CreditCardOptimizer 创业公
司。

其他市场的扩张，外资积极投资
可以更好地保证其透明度和稳定
性。两个最大的公司是 Lufax 和
JieDaiBao。 与一家大型保险公
司平安一起，Lufax 与 234 个用户
的交易中有 482 亿美元的交易，
吸引了 1.2 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和
其他中国投资者的 18.5 亿美元估
值，以扩大到新的行业（例如财
富管理） 借贷宝已于二零零七年
在香港上市，为中国投资者筹集
了 380 万美元，估值为 7.8 美元，
但最受追捧的是其被接受为抵押
品的女性借款人的裸体照片中的
丑闻（10GB 的图片已出现在网路
上 ，甚至一些借款人已经按时偿
还债务）。 公司认为这是正常的
（只要能挣钱，钱的来路并不重
要）。他们的成功推动了较小的

中国市场规模更大（由于国
家规模庞大，银行服务水平较低，

公司，如 Duarong（已经在 B 轮
吸引了 5900 万美元，估值达到
1.53 亿美元），陆金所（$ 4600
万美元 A 轮融资），Junrongdai
（1200 万美元的 A 轮）。 许多
人在这场比赛中一路崩溃：E 速
贷（33 万客户），E 租宝（90 万
客户）和一些小型公司正在调查
或关闭，因为他们建立了庞氏骗
局计划。
在欧洲，p2p 贷款不像其他
在线贷款部分那样发达。除了英
国领先的公司 Zopa（根据借款人
17

的风险实施了三种新型的 p2p 贷

展 B2C 业务模式（不仅学生贷款，

款，推出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偿

还有抵押贷款）和 b2b（由 SoFi

还，为外部开发商发布了 API，并

创建的信贷机会基金）允许机构

计划获得数字银行许可证），我

和私人投资者从 SoFi 等获得合并

们只能提到几个公司来自其他欧

贷款 玩家）细分市场。 该基金

洲国家：法国 - Younited 信贷

最近出售了价值 3.8 亿美元的穆

（吸引了 1650 万系列 E 轮，发

迪的 AAA 评级投资组合，这对养

行 3.3 亿美元的贷款，正在扩大
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拉脱维亚Mintos（需要指定抵押品贷款支
付，也与立陶宛的客户合作，爱
沙尼亚，德国，荷兰和英国），德
国 - AuxMoney（26.83 亿欧元贷
款）和 Lendico（也在西班牙，波
兰，奥地利，南非，荷兰和瑞士）。

人团结起来的必要性越来越大。
发达市场（日本，韩国，新加坡，
香港）都很有钱，利率很低。 像

老金和保险基金来说是一个投资
机会（反过来又会向保守投资者
开放这个新出现的市场）。

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SoFi

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资本（最好是

的规模变得笨拙 - 它为诸如

利率较低，对发达市场的投资者

Commonbond（最近收购了 PFM

来说仍然很高）。 为了使资本流

启 动 Gradable ） ， Afrm ，

动成为可能，平台需要向国际扩

ClimbCredit 和 Earnest（规模都
大致相同）的公司敞开了大门。
例如，较小的公司开始跟随行业
的领导--LendKey，Credible 和
LendEDU，已经开始了学生贷款
的偿付计划。
有一些有趣的项目集中在一
些客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和行为
趋势）上。 例如，SelfScore 允许
国际学生通过发放信用卡在美国
建立信用记录 - 这是每年最多

在其他世界地区 - 非洲，中东，

张工作，并具有足够的信任（品

拉丁美洲（阿根廷 Afliuenta）和

牌知名度，现有观众的信誉和风

亚洲（印度 LenDenClub） - p2p

险管理经验）。 很可能在不久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生贷

贷款与在线微型贷款或 P2B 贷款

将来我们会看到这些服务，人们

款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

相比并不发达

有机会实现跨国借贷借助每个国

问题，但只有美国在积极发展这

家最好的服务。

项业务。 英国未来金融公司（已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创业
企业都在一个国家内部运营，而

在线学生贷款是另一个非常

将来自不同国家的贷款人和借款

有趣的领域。像 Afrm 和 Credible
这样的公司
已经开始扩
大他们的产
品线，不仅提
供个人贷款，
还提供学生
贷款。 美国
上 市 公 司

有 10 万个借款人的市场。

经筹集了 1300 万美元的股本和
1.43 亿美元的流动资金，以支付
信贷支出，最近扩大到德国市场），
印度兄弟公司和印度尼西亚的
Cicil（他们都是非常小的初创公
司）正在这一领域发展。 考虑到
来自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韩国
的人们花费相当数量的资金来教
育，却没有这方面的业务让人感
到很奇怪。

SoFi（市场领
导者）积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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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香 港 控 股 公 司
CompareAsiaGroup（在香港，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台湾，泰国和越南）的
业务吸引了来自高盛的 A 轮（总
计 4500 万美元）4000 万美元投
资和其他投资者。印度银行集团
（与 50 家银行合作，每月访问
5.5 万人次）已经从亚马逊（印度
是其重要市场）和其他投资者向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
联酋筹集了 6,000 万美元的 C 轮
金融科技的主战场
金融科技最大的和最重要的
战争是与财政文盲的战争。 比
尔·盖茨（Microsoft），马克·扎克

某些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和大
量的数据，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发
展，他们最终会在经历大约三年
的平均增长后失败。

伯格（Facebook），皮埃尔·奥米

不久之前，谷歌已经关闭了

迪亚（eBay）开始在 2016 年积极

Google 比较服务，曾比较了英国

支持它。但是我们稍后会谈论“无

和美国的银行和保险解决方案的

银行账户”。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

条款。这个例子表明，即使创新

下，金融服务价格比较网站，财

巨头通常也无法为客户找到正确

务规划和在线交易平台，金融相

的方法 - 而且总是有市场让新

关大数据和在线评分平台，聊天

的公司加入进来 。大型传统银行

机器人和虚拟助手开发人员如何

摩根大通决定加强其在汽车贷款

处理这个问题。

市场上的地位，在客户决定选择

价格比较网站在一个市场已
经足够成熟但仍在增长的时候变
得非常受欢迎 - 当他们做出选
择时，人们需要一些指导。 这是
这种服务的优势：在市场形成阶
段，这样的聚合者总体上比所有
服务提供商的关注人数更多，以
及它们的弱点：当市场饱和，客
户选择满意的服务提供商时， 使
用这种服务的动机减弱。

哪种车型时，在较早阶段与客户
进行互动。该银行已经整合了在
线服务 TrueCar，允许人们比较不
同的选择，不仅用于贷款和保险，
还可以从不同的经销商处购买汽

（现在也在印度尼西亚）和
iMoney 项集成立。 同时，房地
产和抵押贷款业务部门在英国蓬
勃发展（如 Habito 和 Trussle）。
这些服务集中在发达国家的
集中式信贷局，例如美国领导企
业 CreditKarma（服务拥有 5000
万用户，评估他们的信用记录，
管理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债务，并
拥有 35 亿美元的资本），还有一
些新的企业，如英国 ClearScore
（一年吸引 20 万用户）正在以更
易预测和稳定的方式发展。 然而，
这种模式也限制了它们的潜力和
扩展能力。
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用

榜样，通过与新技术参与者合作，
扩大了其产品线。 三个为中小型
企业提供在线贷款服务的公司—
— OnDeck ， Kabbage 和 CAN
Capital，已经形成了 ILPA 联盟，
以规范贷款人的流程和规则，并

这种不必要的趋势的唯一方法是

启动了 SMART Box 服务，一种贷

发挥预期：在新的细分市场进行

款比较工具，帮助进入在线贷款

迁移，为客户提供新的服务。 新

市场的小企业更好地比较各类金

银行，PFM / PFP 和在线评分（信

融选择。

台是最明显的选择。 这些公司在

LoanStreet，SavingPlus \ Jirnexu

车。 这为其他公司提供了积极的

银行和保险服务集合商应对

用评估）解决方案，p2p 贷款平

融资。 许多新公司在马来西亚 -

这些服务在亚洲也迅速发展
（由于高增长率和活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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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一个优势 - 当您缩小查

TrueBill - 4 万，Nexonia 的 SMB

询范围时，您可以清楚地看到与

客户-1.200，Seedly，现在只有

分析相关的信息。 此外，有针对

500 个。

性的解决方案更能吸引客户。

户缺乏或信誉不足的服务业务处
于风险较高的阶段，但其增长潜
力无限。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信
贷潜力可能比信贷历史更重要。

对 PFM 解决方案感兴趣的

观察大型集中型信贷机构的

新浪潮使许多公司能够吸引新一

行动 - Experian（与 JD 金融公司

轮：Digit 筹集了 2,250 万美元（合

合作进行网络欺诈）和 Equifax

3600 万美元），GuiaBolso -Ma

（ 启 动 了 P2B 贷 款 平 台

$ 1,700 万美元，MoneyForward

InvestDen 的试点计划） - 他们

-1100 万美元（总计 4800 万美

显然意识到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元），Tink-1000 万美元，Meniga

传统方式不允许这些巨人以高效

-

的方式解决新客户的问题。 这些

TrueBill - $ 140 万（估值为 1750

“恐龙”会改变多少？ 许多书籍

万美元），Penny - $ 120 万美元

和文章（如“创新者的困境”）都

- ,Plum- 50 万。美国基金公司

提出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Ribbit Capital 是这一细分市场中

$ 880 万，Trim - $ 220 万，

最活跃的投资者之一。

美国 ZestFinance 公司就是一个

另一个“退出”发生在 2016

最好的例子。他吸引了中国搜索

年的 PFM 市场 - 美国 Prosper

人们可以对 PFM 市场的趋

引擎百度作为股东（占中国 80％

（领先的 p2p 贷方之一）以 3000

势进行一些有趣的观察。大部分

的搜索查询），并扩大了对中国

万美元收购了 BillGuard（现称为

服务纯粹是美国人（他们来自美

的支持，根据客户的搜索查询，

Prosper Daily）。 一年前，其他美

国，仅在美国经营），除了少数例

地理位置和付款交易来分析信用

国公司在这一领域获得收购：

外：Yodlee 以前曾在几个发达市

评级。

Yodlee 由财富管理技术提供商

场工作，并与特区的类似平台

Envestnet（他们于 2016 年收购

Limitless 进行合作。 E-susu 为以

了 WheelHouse Analytics）以 5.9

加纳为首的非银行账户市场开发

亿美元收购，LearnVest 由保险巨

解决方案; TrueBill 由 132 个国家

头西北共同基金收购，价值 2.5 亿

的用户使用。在欧洲的服务中，

美元，而 社会资金（SmartyPig）

只有瑞典的 Tink（与 10 个欧洲国

由 学 生 贷 款 人 领 导 企 业 Sallie

家的客户）和冰岛 Meniga 展示

Mae 以 1060 万美元收购。 2014

了在国际上拓展的愿望。值得注

年英国支付处理商 Misys 收购了

意的是，PFM 很少作为一个独立

匈牙利 PFM 解决方案 IND 集团

的解决方案，但它有效地补充了

的开发商。 Mint 在经过 3 年的

许多其他服务，如移动银行

发展后，在 2009 年被 Intuit 以 1.7

（Moven 与 MoneyDesktop 的合

亿美元收购。

作，新加坡的 Kashmi 迁移到 PFM

除了中国市场显著依赖于政
府决策和 BAT 公司（百度，阿里
巴巴，腾讯）的行动，印度市场
对新进入的企业而言非常有前景，
因为它的市场相当大但是分散程
度较低，密度较低。 菲律宾国际
公司 Lenddo 最近扩大到印度，
一些当地的企业，如 IndiaLends
和 CreditViday 都出现了。 今年
东南亚市场可能会迎来新的趋势，
印度尼西亚是该地区最大的市场。
针对特定客户群体（及其行
为数据）的特定需求的项目也引
起了广泛关注。SelfScore 公司分
析了美国的外国学生信用记录，
并得出信用评分（与英国移动银
行 Monese 针对外籍人士的比
较）。 与此同时，NovaCredit 与
美国的移民合作，专注于来自印
度和墨西哥的移民。 这种集中的

相比之下，公司拥有超过
2000 万 客 户 ， 即 使 巴 西 的
GuiaBolso 和美国 BillGuard 也有
200 百万和 1130 万的客户，所以
您几乎不会将任何 PFM 解决方
案与 Mint 进行比较。 至于其他
独立公司，他们的客户群是以千
或 万 的 客 户 数 量 为 衡 量 标 准 -Tink 拥有 30 万，Trim-5 万，

市场和全面的手机银行，
American Trim 和 Swedish Tink
eager 开发他们的虚拟银行解决
方 案 ）， p2p （ Prosper 收 购
BillGuard ） ， 学 生 贷 款
（NextGenVest，Sallie Mae 收购
SmartyPig），保险（Northwestern
Mutual 收购 LearnVest）和财富
管理（Envestnet 收购 Yodlee）解
20

决方案。
存款产品（微型储蓄）不仅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金融知识要素
被积极地推广开来，也是数字化，
Qapital，Plum，E-susu 等财务管
理服务的有效工具。 除了针对学
生的 PFM 服务之外，还有其他有
趣的例子，例如最初专注于女性
的 LearnVest，后来扩展了其解决
方案，以便以后覆盖其他受众。
人工智能技术和聊天机器人的快
速 发 展 已 经 影 响 了 Kasisto ，
Digit，Qapital，Penny，Trim，Plum，
Cleo 这些新兴服务的发展。
一些服务（这是非典型的非

机构投资者投资建议的不信任

直接借贷（P2P 和 P2B），产品投

（无论如何客户都不认为能从这

资 （ Kickstarter ）， 创 业 投 资

样的公司交易中获利），并通过允

（AngelList）或投资速增长的非

许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功投资

公 开 公 司 （ SharesPost ，

者的投资策略吸引新客户加入到

SecondMarket）。 更重要的是要

他的社会网络中来，并将这些策

明白，对于大多数客户而言，投

略进行比较并选择最适合的投资

资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种方式

策略（而投资者又通过其知识和

- 达到其财务目标的一种方式。

经验获利）。 Motif 投资提出一个

帮助客户定义目标更为重要 -

假设，即当您阅读财务报表或进

例如，在 PFM / PFP 解决方案

行技术分析时，但是对于您关心

（LearnVest）的帮助下。

的某些事件感到惊讶或失望，则
投资于该公司或该公司的愿望不
会产生。该平台销售“图案”
（投
资理念）而不是股票。目前，该
平台拥有 151 个专业建设的图案，

美国项目）通过与银行的集成和

超过 9,100 个发布的社区创的图

合作来增长.Iaclandic Meniga 服

案，以及由其社区定制的超过 13

务于冰岛的四分之一人口，而在

万个图案。创始人最近与其股东

其他国家，它们通过与银行的战

Goldman Sachs 以 及 Yahoo

略合作伙伴关系吸引新客户。 加

Finance 合作（使其能够跟踪其应

拿大的 Nexonia（针对中小企业），

用程序中的图案）。 Loyal3 允许

美国的 Kasisto 和 GeeZeo，SAR

有许多追随者的品牌出售自己的

的 TaxTrim 和 MoneyForward 以

股票以增强忠诚度（“股票而不是

及日本的 MoneyTree 用同样的方

喜欢”）。 2016 年 6 月，T-Mobile

式来发展。

为其后付费忠实客户免费提供其

网上交易创业公司的主要问
题是他们对交易员的关注。目前
的交易者数量非常少。 不过，很
多人会有投资的可能性！ 交易者
以客户的贪心为主要动机（获得
更高的收益并支付较少的佣金）。
而与金钱无关的其他主题，更多
地激励和吸引人们 - 音乐，电影，
食品，运动，旅游等等。 将媒体
作为整个经济的镜像 - 媒体业
务占观众的一小部分。 新一代在
线交易服务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让
非交易者参与投资过程，而不是
如何从传统经纪人吸引客户。
没有太多的公司能够吸引新
客户进入市场。在最新的金融危
机的背景下，eToro 利用客户对

股票。 Robinhood 为新一代投资
者创造了一项服务——他们正在
积极使用 Snapchat，不了解深入
和无聊的交易服务的信息，以及
他们不透明价格的特点。 2016
年，该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 120
亿美元，并推出订阅服务，以客
户为基础获利。一个新的创业公

以上所有提到的公司都是美
国的企业。 此外当然还有很多别
的企业在这一领域内不断成长起
来，SigFit（有 80 万客户和 350
亿美元的管理资产，从瑞士银行
和桑坦德筹集了 4000 万美元），
Betterment（拥有 15 万客户，40
亿美元的管理资产），并与 Uber
合作，提供 Uber 个人资本（34
亿美元的 AUM;以 5 亿美元估值
筹集 5000 万美元），Acorns（“投
资您的空闲资金”）; 85 万客户，
其中大多数客户的年龄为 18-34
岁 ，从 PayPal 和乐天筹资 3000
万美元，总投资达 6200 万美元，
SprinkleBit （ 1 万 客 户 ; 吸 引 了
1,000 万美元投资，共计 1370 万
美元）。 有许多白标解决方案，
与经纪人和银行结合，以满足客
户的需求 - Addepar，Advizr，
JemStep，MyVest，NextCapital，
Riskalyze。

司 HedgeAble 试图采用同样的方

欧洲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大

式。做生意被传统的认为是男性

型企业：英国 Nutmeg（2.5 万的

的特权，而 Ellevest 则专注于妇

客户，资产 6 亿英镑，最近筹集

女的教育，她们的互动和参与交

了 4200 万英镑，总投资额 7200

易。

万英镑）和德国 Raisin（5 万欧洲
网上交易初创公司的第二大

问题是他们专注于投机交易（股
票，货币对，债券，ETF 或其他）。
虽然存在很大的可能性进行长期
存款，房地产投资（RealtyMogul），

用户，资产为 1.4 亿欧元），允许
通过各类途径进行投资，已经与
20 家银行结合，最近推出登录法
国和西班牙市场）。日 Monexo 上
市，并投资创业基金，以投资于
21

互补型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另外
一家日本公司——MoneyDesign
（Theo） ——更喜欢通过与银
行合作进行扩张。新加坡创业公
司 - Roboadviso-AlgoMerchant，
投 资 触 发 追 踪 者 CallLevel 和
TraderWave - 现在相当小。香港
8 证 券 （ Chloe ） 试 图 复 制
Robinhood 在香港和东京的业务
模式。同时，美国的服务进入越
来越多的市场。 Robinhood（与
百度合作）和 eToro（与 Lufax 合
作 ） 扩 大 到 中 国 市 场 。
DriveWealth 最近进入阿根廷，芝
加哥（与 Alkanza 合作）和印度
（与 SIC 合作）的市场。去年，
几 家 初 创 公 司 被 购 买 JemStep
（由 Invesco 收购），MyVest（被
TIAA 收购）和新加坡 TradeHero
（由英国 - 德国合资成立的
Ayondo 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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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钱包正引人注目。虽然

Google 电子钱包，Android Pay 和

长），那么他们只能够通过收购

这种关注仍然是关于钱包向客户

Samsung Pay 仍然是原型阶段。

移动银行（数量较少但质量更好

提供的价值及其业务成果的问

他们所有的都是链接银行卡并用

的解决方案）、在线汇款服务、

题，而不是其与银行和支付系统

手机付款。他们主要被极客和其

mPOS 收购者...来发展。他们将在

竞争的能力。更重要和更有趣的

他尝新者所使用，他们测试一切

2017 年底面临这个问题。

是，手机钱包玩家将会比现在的

新的东西，或者只是想要感觉自

表现更进一步。

己比同龄人更有技术性和创新性。

能够呈现真正效果的玩家

现金回扣和折扣提高了这些钱包

（终端客户和商家的价值，产品

的使用量，但也仅在推广期间。

的多样性，稳定的收入，使用频

总的来说，这些解决方案的引入

率），值得注意的只有历史悠久

没有为任何国家的日常消费习惯

的巨头 PayPal 和中国的 AliPay 和

带来任何重大变化。

WeChatPay。不过，后两者（以及
其他中国金融技术公司）还有另
一个问题 - 扩大到国外市场。到
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通过中国游
客的越来越多的旅游和花费，逐
渐使当地商人和银行加入中国钱
包的支付选择。对于本地客户来
说，这些钱包没有价值。这为当
地公司创造了机会，使他们更好
地适应和了解这些市场，开发和
获得中国巨头的收购。
支 付 解 决 方 案 ApplePay，

今天这些产品竞争的主要内
容是地理覆盖。ApplePay 可在 X
市场上购买，Google Wallet - Y，
Android Pay - 9（美国，英国，波
兰，爱尔兰，新加坡，澳大利亚，
香港，日本，新西兰），Samsung
Pay-Z。他们究竟向用户提供了什
么价值，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
如果他们没有成功扩展其功能，
例如 PayPal（在从 eBay 剥离之
后，这个付款巨头的功能和推出
新产品的频率和质量都显着增

其他智能手机生产商也正在
进入游戏（小米，华为）。Oppo，
LeEco 和其他快速增长的生产商
很可能会加入他们。那么每个公
司的客户群份额将迅速下降。 相
反，产品差异和质量将成为主要
因素，并将不断增加。这将是并
购和整合行业的良好时期。
除了中国之外，唯一一个电
子钱包大幅增长的国家是印度
（创业公司现在正在增加客户群，
在 2-3 年内可能达到中国的货币
化水平）。印度已有十多家大公
司。所有这些都在客户基础增长
和募集资金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成果。 Paytm（AliPay /阿
里巴巴为其中的投资者） - 交易
金额为 10 亿美元，1.77 亿的用户

印度移动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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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47 亿活跃用户，2016

家 （ 本 地 电 信 运 营 商 Net1 投 资

年 12 月为 0.8 亿），2 百万商户;

4000 万 美 元 在 印 度 钱 包

计划推出自己的数字银行; 最近

Mobiqwik）。

筹集了六千万元，估值为四百八

店，让其交易通过一个平台进行;
Paytm（印度）

Ola）正在考虑使用其出租车司机

Paytm是2010年推出的最大

的网络来提供金融服务，并建立

的电子商务基础和支付系统，总

专有的 WiFi 网络。

部设在印度诺伊达。 其Paytm钱

所有的玩家都通过线上和线
下（O2O）的密集整合积极发展

包成立于2014年，成为印度最大
的移动服务平台。

- 这种模式在亚洲各地都是需要

说到其2016年的表现，该公

的。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司注册了一笔10亿的交易，其用

从货到付款到款到交货的转变正

户总数增长了45％以上，该公司

在进行中（现在超过80％的付款

在其官方博客中表示，其12月份

是通过现货交付完成的）。台湾

的用户数量为1.77亿，而1月为

山资本（Mediatek的子公司）和

1.22亿用户。该公司在其平台上

日本控股转基因生物公司正在全

拥有超过200万注册商户，有1.74

国投资电子钱包和在线收购。

亿活跃交易用户。其移动份额在

除了在中国，印度的全球扩
张问题也存在。外国玩家正在进
入亚洲市场，反之亦然。Paytm尚
未与其股东AliPay整合，也没有计
划扩大到其他国家。不过，全球
有很多相似的未发掘市场。例如，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当地玩家
MoMo获得了250万客户，其中
100万不仅使用付款，而且还使用
电子钱包;它筹集了570万美元），
泰国、缅甸、拉丁美洲和非洲国

背景的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合作。
款处理; 数十家当铺连锁店和商

户，75000 商家; 筹集了 9000 万
Ola Money （ 印 度 的 “Uber”-

一年来，Paytm与来自不同
例如，它与Delhi地铁合作提供付

十三亿元。Mobiqwik – 3 千万用
美元。FreeCharge – 10 万商家。

•12月份的8千万活跃用户

2016年为89％，2015年为72％，
其中近70％是通过Android设备。
Paytm还宣布在线下商业部门增
长12倍，在2016年的电子付款总
额中占26％。
2016亮点：
•2016年交易用户达1.47亿
•20亿的用户会话
•应用程序和网页上的2亿独
立访问者

拥有数十家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
服务，他们为Paytm提供付款方
式; 与数百个食堂和餐馆合作;
今年数以千计的街头小贩也开始
使用Paytm的非现金支付方式。
此外，Paytm已经与印度的许多
启动加速器、联合工作空间和孵
化器合作。
此外，Paytm今年已经确认
了台湾半导体公司Mediatek投资
部 门 Mountain Capital的 新 资 金
6000 万 美 元 。 战 略 资 金 估 值 为
48.3亿美元，Paytm计划用于另外
一个金融服务，一个为消费者存
款和借款的数字银行。该公司旨
在投资于扩大现有的支付和商业
业务。现在，该业务包括在亚马
逊风格的市场上的预订和支付、
水电费的支付、按需乘车、酒店
和航班以及大量的实体商品。
此外，它计划利用这笔投资
来建立和推出其最新服务：
Paytm Payments Bank，一家新的
网上银行，该公司已经为此准备
了好几个月。而这“银行策略”
特别有趣：如果您已经使用
Paytm 作为持有和花费您的特定
服务和货物的方式，Paytm 可以
通过储存或者借款来扩展它的一
站式服务。
为此，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
指示，Paytm 在收到必要的批准
后，在 12 月将其钱包业务转交给
新成立的 Paytm Payments Bank
ltd 。 去 年 ， 印 度 储 备 银 行 向
One97 Communications 首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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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kwik在今年推出的功能
中宣布，全国用户将能够使用其
钱包支付其生活便利账单。这在
公司得到印度储备银行原则上的
批 准 后 成 立 了 一 个 Bharat Bill
Payments

Operating

Unit

（BBPOU）之后推出的。现在将
与 NPCI 的 账 单 支 付 系 统 Bharat
Bill Payment System（BBPS）进行
整合，通过代理网络为客户提供
交互操作和可访问的账单支付服
务。
最后，Mobikwik的大篮子，
行官 Vijay Sharma 发放了原则上

FreeCharge）不通过其网站销售

的 付 款 银 行 许 可 证 。 Paytm

任何产品，而是出售现金返还和

Payments Bank 正在努力从印度

优惠券。您可以使用MobiKwik钱

储备银行获得正式许可证以开始

包在许多网站支付并获得现金返

运营。

还。

在推出新产品方面，Paytm

印度最大的在线超市，在全国25
个 城 市 提 供 超 过 1000 个 品 牌 的
20,000多种产品，宣布其交易增
长 了 5000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MobiKwik 是 以 下 公 司 强 力 的 付
款平台：IRCTC，Uber，Meru Cabs，

MobiKwik 在 今 年 的 投 资 和

Big Bazaar，OYO Rooms，Zomato，

也开展了许多有趣的项目。起初，

指标方面表现突出。首先，筹集

PVR，Archies，WHSmith India，

Paytm推出了印度第一款允许所

了由日本GMO支付网关以及与

BookMyShow ， Grofers ， Big

有中小商家接受所有卡付款（包

Paytm 相 同 的 投 资 者 台 湾

Basket，Domino's，Burger King，

括 Rupay ， Visa ， MasterCard 和

Mediatek领导的资本总额约5000

Pizza Hut，eBay，ShopClues，

Maestro）的应用程序。其次，它

万美元。此外，上个月完成的C轮

Myntra ，Jabong，Pepperfry，

推出了一系列综合计划，以实现

融资红杉资本和亚洲对冲基金 -

Barista，Food Panda，nearbuy，

卖家的主要生态系统，如编目服

亚洲树线也参加了。

Van Heusen，Allen Solly，Louis

务、融资机会和其他文件等。最
近，Paytm推出了“货到付款”
（WoD），这将允许用户通过使
用他们的电子钱包交货。

第二，进一步在8月份，
MobiKwik 从 Net1 获 得 了 4000 万

Phillips，GoDaddy，MakeMyTrip，
Cleartrip和Yatra。

美元的战略投资，Net1是一个专
门为无银行账户提供解决方案的
移动支付公司。Net1自2005年以
来一直在纳斯达克上市，价值约

FreeCharge（印度）

MobiKwik（印度）

为4.8亿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MobiKwik 是 印 度 另 一 大 型

南非的Net1也在约翰内斯堡证券

FreeCharge是一家于2010年

移动支付解决方案，连接3000万

交易所上市，将其“虚拟卡”技

成立的提供手机充值，公用事业

用户，拥有7.5多万个零售商。该

术 整 合 到 MobiKwik 的 钱 包 应 用

支付和促销活动的在线平台，总

公 司 由 Bipin Preet Singh 和

程序中，帮助其10万家商家合作

部设在班加罗尔。该公司与各种

Upasana Taku于2009年创立，目

伙伴获得更多付款的选择。该技

电信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优惠

前已从红杉资本，美国运通，亚

术的工作原理是创建一个虚拟卡，

券以换取网站上的每笔充值或付

洲树业，联发科，GMO支付网关

顾名思义，即使用移动电话作为

款。到目前为止，它的平台上也

和思科投资等获得三轮融资。与

身份以处理像物理信用卡这样的

已经超过了100万商家。

Paytm 相 比 ， MobiKwik （ 以 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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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通点安装近500台电子监视
设备。一旦发现违反任何规则的
行为，将会针对车辆登记号产生
电子记录。罚单编号也将立即发
送消息给违反交规者的手机。用
户

可

以

登

录

www.mumbaipolice.net，输入他
们的罚单编号或车号，并在付款
页面上使用FreeCharge付款。

国家银行Buddy（印度）
印度国家银行（SBI）于2016
年 初 推 出 了 付 款 应 用 程 序 SBI
Buddy，作为半封闭的预付钱包，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我

第 三 ， FreeCharge 与

用于随时随地将资金转入其他电

们看到很少有人提到，而对于

MTNLBSE

Mahanagar

子钱包、银行账户。该应用程序

FreeCharge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

Telephone Nigam）合作，为孟买

还允许您在商场付款、充值和支

进步。主要来看，FreeCharge与

的MTNL账单提供一个快捷安全

付账单。Buddy App最大的亮点

Reliance

Insurance

的方式。 FreeCharge现在还拥有

是它得到印度国家银行政府所有

Company合作，为所有用户、消

自动内容和帐单提醒功能，以便

的银行巨头的支持。据Mashable

费者和商家免费电子钱包保险计

MTNL客户不必担心忘记账单到

称，目前SBI的移动钱包在Google

划。随着这一举措，FreeCharge在

期日，不必支付延迟付款产生延

Play商店中下载了500万次。

积极应对消费者对电子钱包使用

迟的费用。

General

和安全性方面的关注方面迈出了
重大一步，在窃取或丢失电话的
情况下保护消费者的钱。与
Paytm和Mobikwik相比，这也成
为一个真正的优势。

（

第四，FreeCharge与汽车人

对Paytm钱包说不。根据SBI的意

力车集合商Jugnoo合作，通过其

见，使用SBI网络银行的人不能再

迅捷安全的钱包来简便通勤者的

将资金转入Paytm钱包。相反，它

付款流程。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使

建议用户使用自己的钱包

得印度40多个城市的12000多辆

‘State Bank Buddy mobile’ 。

第二，FreeCharge与IOCL印

汽车人力车通过选择FreeCharge

度石油有限公司（IOCL）合作，

钱包来实现无现金付款。现在，

为全球LPG气瓶交货提供无现金

它 可 以 帮 助 扩 大 Jugnoo 的 服 务

支付。这个试点项目已经在班加

范围，并使其在次大陆的业务范

罗尔、昌迪加尔、赖布尔和加尔

围达到最大化。通过这种合作关

各答的多个分销商开展。到2017

系，FreeCharge加强了在印度二

年3月底，该项目预计将覆盖整个

线和三线城市的业务，鼓励通勤

印度IOCL网络，其中包括印度近

者每天的无现金付款。

8000家经销商。一旦推出完成，
每个IOCL消费者都可以选择使用
他们的FreeCharge钱包支付LPG
交货。

有趣的是，国家银行公开的

第五，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FreeCharge与孟买警方合
作，通过FreeCharge钱包以无现
金的方式收取交通罚款。
FreeCharge表示，已经向全市各

此 前 ， Paytm 创 始 人 Vijay
Shekhar Sharma 在 SBI 分 公 司 之
外分享了一张照片，将SBI Buddy
的功能与Paytm进行了比较。在
图片中，SBI将其Buddy应用程序
与Paytm进行了比较，并突出表
明Paytm部分由中国阿里巴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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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拥有，其中包括马云。它还声

强Ola的奢侈品行业。根据交易，

称 对 人 们 怀 疑 Paydm 不 安 全 ，

宝马印度将为出租车经营者提供

出了它的印度第一大新浪潮 -

Buddy是完全安全的，由印度国

360度解决方案，涵盖车辆前后的

“付款银行”。为了利用移动革

家银行所有。横幅还比较了两个

销售所有权和支持车辆的整个生

命来增加财务包容性，去年印度

应用程序收取的转账手续费。

命周期。

政府授予了Airtel以及其他诸如

进一步印度宝马金融服务将
以低利率提供长达四年的100％
Ola Money（印度）
Ola Money 开 始 作 为 支 付
Ola出行的一种方式，但出租车聚
合商很快就意识到还有很多其他
方式可以使用它。Ola钱包被各种
各样线上和线下的合作伙伴接受，

贷款。该协议还提供了对出租车
经营者的安全系统和技术的教练。
这是Ola于2016年早些时候公布
的 与 SUV 制 造 商 Mahindra ＆
Mahindra的交易。
在推出新产品方面，Ola还推

包括为您的联系人充值和P2P转

出了Ola Credit - 一项后付费服

账。当然，您仍然可以使用它来

务，允许用户先乘车后支付费用。

支付您的出租车费用。一般来说，

该项目为客户提供7天的乘车信

Ola可用的合作伙伴关系比上述

贷，可以用网络银行、借记卡或

前三名项目少得多，但是领先于

信用卡通过集成在Ola Money的

他们，而且如果您也使用Ola，那

电子钱包进行偿还。

么使用Ola Money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重要的是，Airtel已经推

Paytm和邮政部的所谓“付款银
行”许可证。从现在开始，Airtle
可以承担传统贷方，可以存取高
达1万卢比的存款，发行借记卡和
ATM卡，方便了网上交易，但不
允许贷款。
Airtel 支 付 银 行 现 在 已 经 成
为通过拉贾斯坦邦的试点向公众
开放的新产品，以便在全国范围
内推出系统。利用其在该州庞大
的零售网络，Airtel正在邀请城镇
和村庄的客户使用其政府
Aadhaar身 份 证 号 码 在 10,000家
门店作为银行点开设银行账户。
Airtel手机号码将作为帐号。

由于Ola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它仍然主要以新客户为主，例如
今年宣布与领先的在线市场eBay、

Momo（越南）

YepMe和AskmeBazaar的合作伙

Momo在越南有两项服务：

伴关系，使用户能够在平台上使

去年与渣打银行联合推出的手机

用Ola Money付款。在任何这些

钱包和付款应用程序，以及没有

平台上，包括网络和应用程序付

传统银行账户的“分支”银行服

款 时 ， 客 户 都 可 以 选 择 Ola

务。该公司声称拥有250万客户，

Money作为其付款方式之一。

其 中 100 万 人 使 用 电 子 钱 包 。

此外，Ola已宣布已经与德国

Momo正在寻求利用这些条件，

汽车制造商宝马达成协议，以加

并使用技术（特别是手机）作为
该国的付款和银行业务，因越南
Airtel Money（印度）

的信用卡采用率低，银行服务不
常覆盖偏远地区。该公司从支付

Airtel是印度最大的移动电话
提供商和第二大固定电话供应商，
同时也是宽带和订阅电视服务提
供商。该公司在钦奈有一座潜艇
电缆着陆站，与新加坡相连。截
至2016年9月，Airtel有25573万用
户，占印度电话市场的市场份额
为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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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吸取灵感，例如中国的支

也就是说，转账将不再要求您先

AndroidPay的第三个目的地

付宝，其注册用户达5亿，并从非

从电子钱包余额中提取现金。这

是新加坡，DBS / POSB，华侨银

洲的MPesa等学习移动银行平台。

将加快电子钱包用户获取现金所

行，大华银行和渣打银行成为首

需的时间，这一过程在过去一直

批在新加坡支持Android Pay的

较慢。用户现在可以选择从应用

银行。只要从Google Play商店下

程序或网络中进行自动转账到银

载该应用程式，任何具有NFC功

行帐户或借记卡。启用后，您不

能 的 Android 设 备 都 能 使 用

必手动从电子钱包余额中操作

Android Pay。这意味着即使是你

“现金转出”，而会自动实现。

的旧Android手机也可以使用，只

为此，美国VC 500强初创公
司在几周后宣布为该国提供资金，
越南的金融科技公司Momo已经
从 渣 打 银 行 （ SCB ） 和 高 盛
（Goldman Sachs）筹集了2800
万美元的投资。渣打银行的私募

需确保它们正在运行KitKat 4.4。

股权投资公司（SCPE）投入2500
万美元主导了融资，而2013年投
资了570万美元的高盛又增加了
300万美元。

AndroidPay的第四个市场是

AndroidPay（美国）

澳大利亚。与只与一两家银行合

2015年2月23日，Google宣
布将获得运营商支持的竞争对手
Softcard的知识产权，并将其集成
到Google电子钱包中，并且AT＆
T Mobility 、 T-Mobile US 和

Google Wallet（美国）

Verizon Wireless将在他们的兼容

Google Wallet 是 独 立 于

设 备 上 捆 绑 Google 电 子 钱 包 应

AndroidPay的单元，是由Google

用程序。有效的合并产生了称为

开发的点对点支付服务，可让用

Android Pay 的 新 服 务 ， 这 是

作推出的苹果和三星数字钱包不

户不管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从移

Apple Pay和类似NFC移动支付服

同，Android Pay与28个金融机构

动设备或台式机收取款项。与

务的竞争对手。

（ 包 括 ANZ, Macquarie, and
Beyond Bank等）兼容。

AndroidPay相比，Google电子钱

AndroidPay的第五个市场是

包实际上可以在iOS和Gmail上使

香港。万事达卡正在与星展银行、

用。

大新银行、恒生银行、汇丰银行、

Google 电 子 钱 包 年 度 的 主

渣打银行和东亚银行等主要发卡

要 成 果 之 一 就 是 取 消 了 Google

机构合作，使香港万事通卡持卡

电子钱包卡服务。该卡与用户的

人能够每天使用Android智能手

Google 电 子 钱 包 帐 户 余 额 相 关

机在商店和应用程序中进行购买。

联，于2014年推出，用于帮助用
户在商店购物，并向Google提供

今年，它有一个强大而令人

有关人们线下购买的数据。该卡

印象深刻的扩张战略，登陆了8个

Zachodni WBK 银 行 和 T-Mobile

于6月30日取消。关闭来自母公司

新国家。仅仅在过去9个月里它有

银行服务机构一道，在Maserta和

Alphabet对其盈利能力较差的部

了这么大的成功。例如，它在英

Visa的支持下开展。mBand即将

门的管控。前高管最近在2013年

国推出，与Bank of Scotland, First

获得支持，Google表示：“未来

表示，Google电子钱包由于支付

Direct, Halifax, HSBC, Lloyds Bank,

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的银行支持”。

信用卡公司的费用较高，因此每

M&S

支 持 零 售 商 包 括 Caffe Nero,

笔交易都会亏损。

Nationwide Building Society合作，

Carrefour,

第 二 个 重 要 功 能 是 Google

现在向客户提供连接万事达卡、

Delikatesy Centrum，Inglot，KFC，

电子钱包移动应用的更新，现在

Visa 信 用 卡 和 借 记 卡 的 选 项 。

Lidl，McDonald‘s，Pizza Hut，

可以自动转移到您的银行帐户。

2015年9月，英国成为美国之后

Netto ， Rossmann ， Spar 和

第二个发布AndroidPay的目的地。

Starbucks。

Bank,

MBNA

and

第六名是波兰，与Alior银行，

Costa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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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市场是新西兰，初步

ApplePay等）竞争。因此，它开

坡，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泰

关注BNZ银行的客户，他们拥有

始与Visa和Mastercard合作，以支

国和波多黎各。

Visa Flexi借记卡。 客户现在可以

持更多站点的Android Pay移动

使用Android Pay接受非接触式

支付服务。该系统将会使移动用

付 款 ， 其 中 包 括 像 The

户在Android Pay通过输入一个

Warehouse,

BP,

密码或者通过指纹进行授权在线

McDonalds,

购物进行付款，在“几十万个新

BurgerFuel,

Domino’s,

Vodafone等许多商店。

站点”上工作，其中Visa Checkout

第八个市场是爱尔兰，得到
Visa和 万 事 达 卡 以 及 银 行 AIB和

或Masterpass电子钱包的交易是
支持的。

由于与Apple Pay和Android
Pay等竞争对手不同，Samsung
Pay将自己称为“最广泛接受的移
动支付系统”，它也适用于较旧
的销售点终端以及较新的非接触
式终端。它还在其综合报告中强
调，它有440家银行合作伙伴，它
们 发 行 了 可 以 添 加 到 Samsung

KBC的支持。客户现在可以在爱

最后，Google在美国推出了

Pay钱包的虚拟卡。到8月底，该

尔兰数千个零售点使用Android

一项营销计划，以推动Android

公司表示已经在全球达到1亿笔

Pay接受非接触式付款。这包括像

Pay的使用。有些Android用户正

交易。最后，三星对国内市场进

Eason,

Tesco,

在 免 费 享 受 Chromecast 的 优 惠

行了两次统计，这可能是它最受

SPAR等商店，还有更多的 - 在

奖励，也可以在Google Play上免

欢迎的地方。自三星支付在韩国

这里可以找到更多可以使用

费享受歌曲、电影或订阅，以换

推出以来的交易额已达到2万亿

Android Pay的地方。

取在本地商店使用Android Pay。

韩元（16.7亿美元）。此外，其25％

同时，“Tap 10”是指促销活动的

的交易是在网上进行的，而不是

目的是让用户在促销活动结束

在销售点。

McDonald’s,

最后的新市场是日本，与乐
天爱迪（Rakuten Edy）合作，客
户可以在日本的超过47万个地方
使用接受乐天爱迪eMoney的店

（下个月底）之前进行10笔这样
的移动支付。

要了解公司增长率，将上述
数字与10月份披露的数字进行比

铺，包括Bic Camera，Family Mart，

较：超过500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

Lawson

占美国借记卡和信用卡市场的近

，

McDonald's

和

Yodobashi Camera 等 商 店 。
AndroidPay 计 划 继 续 与 FeliCa

SamsungPay （韩国）

Networks 合 作 ， 以 支 持 更 多

SamsungPay在2015年8月在

eMoney提供商，并正在与东京三

韩国供应商的国内市场上推出，

菱UFJ银行等付款公司合作。

下一次亮相在美国。截至2016年

另外，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
样，Google将与其他支付处理解
决方案（如PayPal的OneTouch，

底，共有11个市场可用。其他的
是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新加

85％; 韩国的交易量超过20亿美
元。

ApplePay（美国）
ApplePay 于 2014 年推出，
迅速获得用户的青睐。在 2016 年
之前，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运营。今年在中国大
陆、新加坡、瑞士、法国、香港、
俄罗斯、新西兰、日本和西班牙
推出支付解决方案。它也计划在
台湾、德国、波兰和韩国推出。
在 Recode 代码商务会议上，
Apple Pay 副 总 裁 珍 妮 弗 · 贝 利
（Jennifer Bailey）表示，超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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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用 Ingenico 的支付网关接受
来自该地区的支付宝用户的付款。
在美国，支付宝通过与付款处理
器 First Data 和 Verifone 的合作
进入市场。
支付宝针对快速增长的中国
旅游市场，而不是寻求与海外的
主要付款商硬碰硬的竞争。根据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
2014 年 中 国 海 外 旅 游 人 数 达
1.17 亿，到 2020 年将翻一番。
的美国零售商接受移动支付服务，

动设备操作的。该公司与超过 65

约占 400 万个地点，预计明年采

家金融机构（包括 Visa 和万事达

用率将上升至 67.0％。2016 年第

卡）合作，为淘宝和天猫以及超

四季度，苹果支付交易同比上涨

过 46 万家中国企业提供支付服

了 500.0%。在 2016 年第 3 季度，

务。在国际上，全球 300 多家商

苹果支付每月用户同比增长了

家使用支付宝直接向中国消费者

9月份，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400.0％。2016 年 9 月份，Apple

出售商品。目前支持 14 种主要外

小米与中国银联合作，在国内市

Pay 交易总数高于 2015 年的总

币交易。

场推出了小米支付 NFC手机支

数。

支付宝通过与欧洲和北美主
最 近 ， Apple Pay 已 经 与

要加工商合作，已经扩大其在海

Square Cash 虚拟卡集成。这允许

外的接受程度。今年早些时候支

SquareCash 用户支付 Apple Pay

付宝与英国移动支付平台

可用的产品。在秋天，苹果公司

Zapper 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还将支付服务扩展到网络，允许

（MOU），开始在澳大利亚提供

使用移动电话和台式机上的客户

付款。支付宝正与法国百货公司

使用 Apple Safari 浏览器支付。

进行会谈，与法国保险代理机构

小米支付（中国）

付服务。它最初支持来自全国六

Axa 集团达成协议，向支付宝的
用户出售旅游保险，并与德国银
行软件公司 Wirecard AG 一起在

个城市的20家银行的借记卡和信

慕尼黑机场的 69 家门店支持移

用卡以及公共交通卡。但是，它

动支付服务。支付宝服务也正在

其实只适用于其中的一款手机

阿里巴巴集团于 2004 年在

融入 Concardis 的终端，为以德

“小米米5”。那是因为米5是小

中国推出了 alipay.com。支付宝

语为母语的欧洲商家提供支付服

米支持NFC的唯一手机。

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

务。法国支付终端供应商

有 4.5 亿用户，每天处理 1.75 亿

Ingenico 在 8 月份宣布与支付宝

笔交易，其中超过 60％是通过移

进行扩大交易，以允许欧洲的商

支付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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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Neobanks and Challenger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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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实体银行对于挑战者

电子钱包通常功能较少（苹

与现有的竞争，他们将会有足够

和 neobank 通常是持怀疑态度的，

果支付、三星支付、安卓支付）

大的客户基础。对于金融科技银

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轻易复制

并且在客户使用起来难度较小

行，主要问题是什么将扮演单独

新进入者的所有额外收入，并因

（相比于阿里支付和 Paytm)。实

服务的角色关系。从技术角度来

此站在市场的最顶端。这并不完

体银行（首都银行、印度银行等）

看，Baas 平台是一个明显的优秀

全正确。之间的差别就像一部装

技术略有过时并且需要提升，同

方案。并且，用户界面是 neobank

有电动引擎和特斯拉之间的区别。

时又有地域区间的限制。P2P 和

走上舞台的地方。

首先，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基于

线上贷款平台在边际利润和成长

一个范式而非其中的一个分支。

空间方面较强劲，但是他们需要

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用户体验。

支付不断拓展客户的成本。对于

其次，新进入者多集中在年轻客

潜在客户，他们需要搜集客户的

户身上，而不是那些几乎不会改

擦无信息来降低信用风险，而对

变自己的品牌定位、语言和认知

于老客户们，目标是在于如何留

的已有客户。一般来说，这些新

住他们。Neobank 在这一点上可

的客户从没有接受过传统银行提

以提供帮助。PFM/PFP 得不到向

供的服务，也可以说他们很年轻

neobank 一样多的关注。然而，

或是来自于非银行用户区域。第

他们可以为银行提供差异化的产

三，服务水平是完全不同的，在

品和对于客户需求更好的理解。

neobank,你可以通过任何形式询

mPOS-acquiring

解 决 方 案

始开发自己的方案。大多数新进

问任何问题（就像在问你的朋友

(Square, SumUp, iZettle) 收 集 厂

入者宣称他们在开发开放式的

一样）并且会立刻得到回复。因

商以及他们客户（购买、开卡、

API。mPOS-acquiring 德国团队

此，仅仅像对待另外一个服务商

联系人）的大规模数据库，他们

将 neobank Fidor 和 Holvi 进行结

一样来对待 neobank 从根本上来

可以利用这些来为客户创造价值

合创立了 SumUp。美国团队结合

讲就是错误的。

（除了现金产品，他们还没对此

了 Commonbond，这是一个学生

进行开发）。

线上贷款服务和在线汇款服务。

Neo 和其他银行挑战者们从

Neobank 在这一方面已经开

金融科技的各方面进行补充

对于金融科技银行的出现有

现代银行的另一个新趋势是

（ ewallets,P2P ， 线 上 贷 款 ，

很多的争论，但直到今天，传统

股本集资。在过去的半年中，两

PFM/PFP，mPOS-acquiring），这

银行占据着并购金融科技公司的

家英国银行挑战者，Tandem 和

就为并购、合作、协同创造了广

大多数，如今，金融科技公司已

Monzo ， 通 过

泛的机会。

经足够多去成立金融科技银行来

Croudcube 平台从他们的每一名

Seedrs

和

潜在客户身上众筹一美元。市场
认为这些案例具有很积极的因素
在里面，因为这意味着 Tandem
和 Monzo 并非仅仅获得了一百
万的集资，而是他们影响了客户
对于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产来
建立产品的想法。
一系列的兼并以及专利产品
的发布可以证明这一行业越来越
激烈的竞争和关注，尽管这些产
品对于 neo 和挑战者们来说尚未
显示出任何优势。
以顾客为导向的 neobank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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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数字银行更加集中于按照
地理或人口因素为特定受众提供
服务，如香港的学生和新千年一
代人，英国的移民和非银行员工，
还有巴基斯坦和巴西的 4G 用户。
下面提到的今年发生的一些案例
真正增加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
期望和想法，尽管事实是零售银
行仍处于银行业的顶端，他们提
供了一些相对积极的经验，但是
一些消费者仍在做选择。2016 年
已经成为了如此强有力的一年，
他享受了银行利润的一部分。当
另一个有趣的趋势，对伦敦外籍

7000 万美元的融资）、Atom（正

银行一直在寻求控制金融服务行

人士开放的 Monese，对于家庭设

在筹集 1 亿英镑的按揭服务），这

业的时候，随着新任者的兴起，

计的丹麦 Emit 和新加坡 Yololite，

些使得英国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年，

以及对于学生的英国 Loot 和香

也使得欧洲成为领先地区。Atom,

银行和银行机构都在考察他们应

港 Neat。在线银行存在着很多的

Tandem, Monzo and Starling 已

该如何和这些新任者合作，以免

机会，比如说，已有的 Holvi，

取得了一个新的特殊执照。

市区价值链中的联系，这正是让

Tochka，以及新的竞争者 Anna,

Scandinavia 同样提供有趣的项

他们变得如此强大的所在。

Tide and Civilized bank (全部来

目，比如说丹麦 Lunarway 和 Ernit，

自于英国)。

瑞典 Tink
（筹集了 1000 万美元）、

Socio

来自 SEB Ventures，拥有 30 万用

今年手机用户份额持续增长，

客户沟通也得到进一步创新。
除了大众熟悉的短信、视频聊天
外，neobanks 开始使用机器人聊
天（Tochka、Digibank）以及结合
了人工智能的应用（Siri – N26,
Monzo, Alexa –CapitalOne）。

户，计划扩展到欧洲），和芬兰

在 2009 年到 2016 年，手机银行

Holvi
（据说以 8 亿美元卖给 BBVA;

用户增长近三成，其中，30-60 岁

也 在 计 划 扩 张 ）。 经 Horizon

的用户使用量在同一时期几乎翻

Ventures 领导，德国 N26（在八

了一番。

个国家拥有 20 万个用户，银行牌
照）从香港的一批投资者手上筹

一般来说，最流行的银行业

集了四千万美元。然而在客户支

务集中在两个部分：年轻人（18-

持方面负面消息越来越多。在美

29 岁）以及新兴市场（尤其是非

国

银行部分）。从地域上看，在美国

ZeroFinancial。加拿大金融科技

和加拿大有一些有意思的案例。

活动的爆发是显而易见的，这就

英国的需求量比较大。在亚洲几

包括 neobank。然而亚洲在这一

乎没有 neobank 业务，这将刺激

点 上 几 乎 就 没 有 显 示 ： Neat 、

亚洲的银行和投资者去寻找一些

Yololite、越南 Momo 和 Timo、

海外的解决方案并思考如何将这

俄罗斯 Tochka 和 Rocketbank、

些方案带回本土。多亏了

巴基斯坦 Finja。如前面所讲，巴

Monese(55000 个应用下载，4100

西是当今最有意思的市场。在

万英镑的交易量）、Tandem（2200

NUbank 取得成功后，新的游戏

万英镑的融资以及 6500 万英镑

者出现了，比如说 Neon。

的市值）、Monzo（35000 位客户
在排队名单上）、Starling（完成了

，

有

VaroMoney

和

就组织的活动来看，相较于
去年我们看到了更为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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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手机银行用户的分

费者的价值观，虚拟银行代表着

位于 SгO 保罗的金融技术创业公

布继续增长。现在，30-44,45-

美国最大的净移民量，在加拿大

司，由巴西旗下创始人基金 Thyel

59,60+年龄段的用户数量几乎与

处于第二位。Neobanks 和挑战者

先生领导，该公司在 2016 年获得

2012 年相比翻了一番。

们将目标集中在那些顶级银行业

了巴西最著名的 5000 万美元融

务简单、无缝交易和收费较低的

资。新投资者对 Nubank 的价值

客户。

估计为为 5 亿美元，而这个公司

在 2016 年，消费者继续依赖
多个渠道进行探索，其中企业网
站和在线网站是消费者比较依赖

有趣的是，主要的金融科技

的。远超过去年，58%的消费者使

银行趋势初创公司倾向于以更具

用移动设备寻求帮助。消费者与

成本效益的方式促进或替代其价

其主要银行的互动次数每月超过

值链中的某些服务是金融机构今

17 次，其中 7 次是通过线上银行，

年取得成功的一件大事。

3 次通过移动端。新兴市场平均

成立不到 3 年。Nubank 由前红
杉资本合伙人 David Velez 创立，
并为智能手机提供数字信用卡，
它正试图让客户远离巴西那些高
利润的银行，这些银行长期看来
是无法触及的。超过一百万巴西
人已经申请了这张卡，大约 30 万

每月互动次数为 21 次，显示出使

人正在轮候册上，而他们的信用

用数字频道的一个更高水平。

记录已被检查。
受欢迎程度与巴西当前日益

虚拟银行的吸引力反映了消

NUbank（巴西）是一家总部

加剧的衰退有关，事实上，过去
11 个月中很多巴西的平均年度
信用卡利率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
在 11 月达到 99％，但是 Nubank
并没有改变其每月 7.75 的利率。
它希望数字化可以减少开销，并
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排在电信
公司之后，银行通常会在巴西有
着最多的客户投诉。这也经帮助
其在这里的人气大幅增长[1]。

Neon（巴西）
与 2016 年 7 月在巴西成立，
是一款基于 APP 银行服务的是的
巴西人民省区那些看不见的费用。
该银行的 iOS 和 Android 应
用程序使用美国供应商 Daon 的
生物识别面部识别技术，以便客
户可以通过手机自行略过用户名
[3]和密码进行登录和验证交易。
该应用程序具有与移动银行
相关的常规功能，允许用户检查
他们的余额，转账，支付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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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付款，将他们的消费习惯进

1 月，Monese 在第一轮中筹集了

但 Monzo（18 个月）仍是获得银

行分类，并创建财务目标。Neon

420 万美元，在 A 系列（Anthemis

行牌照和证明规定的最年轻的公

的目标是在第一年在巴西注册

Exponential Ventures ， Korea

司[8]。

10 万名用户，Neon 还强调，该

Investment Partners，Seedcamp）

银行不会收取每月或每年的费用，

中投资了 1000 万美元。

同时不收取银行间转帐交易的统

和接收资金。根据 Monzo 的说法，

Neon 也成为巴西首家与数
Gemalto 合作的银行，向客户提
供创新的 Visa 快速读卡借记卡。

一旦用户授权 Siri 访问 Monzo 数
Monzo（英国）

一年特别强劲。年初，已经进行

括帐号，到期日期和安全代码）

了两轮资金融资。在 2016 年初，

组合在一起，将在线付款简化成

Monzo 从 Passion 资本和天使投

一个唯一条目。Neon 是第一个在

资组合的资金中获得了近 1000

巴西发行这种新的友好形式的卡

万英镑的资金，估值为 5000 万英

片的银行[4]。

镑。他们的测试版发布取得了巨
大成功，开始向其 52000 强候补
名单前面的人们发送 1000 张卡
片，这种财务支持绝对有助于
Monzo 继续增长并满足其压倒

7 月份，针对英国移民和外
籍人士的银行应用程序 Monese
终于在 iOS 上登陆。Monese 帐

性的需求。同年晚些时候，
Mondo 已经在 Crowdcube 的大

本国际汇款和 Visa 借记卡。您还

推迟其首次发布日期。据上个月

可以进行现金存取款，并以多种

宣布，已有 6000 人注册参加了筹

货币形式存入资金。

集工作，作为 600 万英镑资金筹

收益。根据一些新闻稿，自去年
年底推出以来，已有 55,000 人安
装了 Android 应用，通过 Monese
有 4100 万英镑的资金流动。为了
把后一个数字放在上下文中，今
年 7 月份交易了 1200 万英镑，
其中创业公司月比上涨了 30％。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 2017 年

大的 3 大事情，展现出对待战略
活动的扎实牵引力。首先，
Starling 从巴哈马定量投资经理
QuantRes 的 创 始 人 Harald
McPike 筹集了 7000 万美元。
第二，Starling 招募了许多行
Marcus Traill 和 Craig Mawdsley，

Crowdcube 服务器，Mondo 被迫

iPhone 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大的

今年，Starling 做出了足够强

创下纪录一分 36 秒。

户”界面（包括银行帐号），低成

但是 Monese 在没有支持苹果

Starling（英国）

业重量级人物，如 VictoriaRaffé，

由于渴望投资者急忙的涌入

直到七月，iOS 的需求并不强劲，

Monzo 上的联系人汇款。

型筹码平台上筹码了 100 万英镑，

户[5]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当前账

特别有趣的是这个里程碑，

据，用户就可以使用多个命令向

作为 Mondo 的创业公司，这

这种创新卡设计将重要信息（包

Monese（英国）

N26 发布了 Apple Pay 和 Siri 集
成在 iOS10 上，使其更容易发送

一费率来帮助客户提供财务支持。

字安全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

最后，10 月份，Monzo 以及

集的一部分。当天，1861 人平均
投资 542 英镑，将在即将到期的
银行中分享 3.33％的股权[7]。但
最大的成就是 Monzo 终于被英
国监管机构 FCA 和 PRA 授予英

他们加入非执行董事，以及 2015
年 早 些 时 候 被 任 命 的 Mark
Winlow 和 Steve Colsell。在富达，
保诚和毕马威担任多个高级职位
之后,Raffé女士在金融行为管理
局工作了二十年。特拉尔先生在
昆斯利先生与 QuantRes 一起担
任过多名高级职位。Colsell 先生
曾在劳埃德银行部门担任首席财
务总监。

国银行业务许可。这意味着它的

第三，Starling 银行，已经最

beta 测试人员现在可以理论上开

后由诚授予银行牌照监管机构

始切换到 Monzo 电流帐户和使

（PRA）和金融行为管理局，并邀

用创业公司做更多的银行业务为

请潜在客户在 2017 年 1 月正式

公司为明年初完成银行业务做准

启动之前注册。该银行推出了一

备。尽管事实上，Monzo 是四家

个新的品牌标识和网站，并承诺

英国挑战者银行中最新获得执照

帮助消费者简化他们的理财方式

的 （ Starling，Atom，Tande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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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英国）

抵押贷款。Sky News 声称，他们

Tide 是一个针对于中小企业

希望募集资金的主要原因是拥有

的移动银行应用。由于 Tide 企业

足够的监管资本，以研发新产品，

可以在短短 3 分钟内获得一个功

如抵押贷款以及资金损失。

能齐全的当前账户和商务万事达
卡，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耗时设置

Atom Bank 今年与对手相比，

流程问题的关键方案。

主要集中在其他业务上。Atom 是

Tide 资本和其他一些投资者

获得执照的首批挑战者之一，今
年更是投入运营。移动优先银行
已将其 iOS 应用程序提供给预注
册的用户。然而，这仍然是一个
非常有限的发布，仅限于单一产
品：固定期限储蓄账户提供虽然
相当有竞争力的利率。

Tandem（英国）
Tandem，总部设在伦敦的
它 在 20 分 钟 内 通 过 众 筹 平 台

[14]。

Seedrs 筹 集 了 100 万 英 镑 。
Tandem 已经向所谓的共同创始

次收购：Grasp，一家位于英格兰

通过提供关于如何运作的反馈来

北部的设计和开发公司。具体交

帮助塑造银行。Tandem 的大众

易条款尚未披露。Grasp 已经与

投资者能够以与 VC 支持者相同

Atom 合 作 成 立 外 部 机 构 ， 为

的估值和价格买入，仅需 15 英镑

Atom 创建了“商店橱窗”。作为

就可投资。该筹集引起了数字挑

交易的一部分，Grasp 的负责人

战者银行 Mondo 极大的兴趣，该

Brian Jobling 成为 Atom 的业务

公 司 也 在 96 秒 内 达 到 了

发展总监。 在 Atom 的观点中，

Crowdcube 的 100 万英镑的目标，

创建移动应用程序作为银行和客

并且由于兴趣的激增而经历了自

户之间的主要通信形式; 而且还

己的技术问题[11]。

务。

底推出，在 iPhone，Android 和
网络上。它也和 Xero 进行了集成

人发放了 5000 股单一股票，希望

功能，以便客户更多地使用其服

资金[13]。然而，它仅在 2016 年

neobank，今年有两次融资活动。

但最重要的是，Atom 宣布首

包括游戏化，三维可视化和其他

在今年夏天筹集了两百万美元的

Tide 客户的存款按照预付费
解决方案的 FCA 规定的电子货币
许可证在巴克莱银行存放在一个
环保帐户中。资金是根据电子货
币许可证持有的，而不是银行牌
照。电子货币许可证与银行牌照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银行可以
在没有业主事先知情的情况下，
将其账户中的资金带入投资风险，
但电子货币持有人不能这样做。

后来，Tandem 已经以投资
者估值 6500 万英镑筹集了 2200

Loot（英国）

万 英 镑 ， 这 包 括 eBay 创 始 人
Pierre Omidyar 的 Omidyar 网络。
诺克斯说，这次筹款 2200 万英
镑，预计今年年底以其中 100 万
英镑的资金用于发起银行业务。
有趣的是，他们在 2017 年 1
月 4 日再次募集资金，这次是从
弗雷泽之家募集 4300 万美元，他
们希望 Tandem 为其客户提供财
务解决方案[12]。

Loot 总部设在伦敦，是一个
提供与货币管理相关的预付卡应
用程序。创业公司选择不申请银
行牌照，而是使用电子货币许可
证并与其他公司合作提供银行服
务。
2016 年 6 月，Loot 从奥地利
基金募集了 A 系列的 150 万英镑，
Speedinvest 在 BBVA 收购之前支
持 芬 兰 创 业 银 行 Holvi ， 以 及
Global Founders Capital [15]。
此后，11 月份，该公司又增

此外，据天空新闻，Atom 在
9 月份提到，他们正在从股东筹
集 1 亿英镑（1.296 亿美元）进入

加了 250 万英镑的资金。当月晚
Tide（英国）

些时候，它将推出新版本的应用
程序，然后开始营销推广。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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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Loot 有 5000 名客户，他

布扎比伊斯兰银行签署了另一个

n26 今年推出的另一项功能

们应该转移到新服务，还有一个

伙伴关系，推出了该地区首个“社

是直接从应用程式引入国际外币

有着 2 万人的等待名单。

区数字银行”。“新产品提供的功

转账，由 Transfer-Wise 推动，以

能和服务是基于客户见解的密集

减少支付费用。每个人都有所收

研究。随着我们不断地努力创新，

获，TransferWise 获得更多的用

我们相信 Fidor 是帮助我们实现

户，而 Number26 获得了更多的

这一革命性解决方案的理想合作

收益。这只是公司想要与其他服

伙伴，“Al Mahmoud 补充说。

务一起创建 FinTech Hub 的第一

CivilisedBank（英国）

步。你可以预见到储蓄，投资，

CivilisedBank，另一家英国商

信贷和保险产品。TransferWise

业银行新银行文明银行，其首先

是这些集成中的第一个。

宣布计划将在 2015 年发布[17]。
据报道，本年度的融资大概是
1000 万英镑，但迄今尚未推出。

N26（德国）

2016 年 6 月，银行向 FCA 和 PRA

对于 N26 来说，一家柏林创

提交银行牌照，预计将于 2017 年

业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金融

初获得许可证并发布[18]。

服务，今年相当明亮。首先，根
据公司新闻稿，自 2015 年 1 月
成立以来，已在 17 个月内在 8 个
欧洲市场上收购了超过 20 万个
客户。而且已经在 2016 年初由

Fidor Bank（德国）
Fidor Bank，Life.SREDA 的投
资组合公司非常活跃积极的一年，
就业务发展来讲。直接在英国推
出首款实体产品之后，一款非接
触式借记卡，于 7 月 28 日由 BPCE
集团收购。

Horizons Ventures 领导的 B 系列
圆桌会议中筹集了 4000 万美元。
对于成为欧洲主要面向消费者的
银行，这一轮融资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现有投资者 Peter Thiel
Valar

Ventures

，

Earlybird

Ventures 和 Redalpine Ventures
也将进行再投资[21]。

Fidor 是新的数字银行的第

可以在欧洲范围内提供更全面的

借贷技术和数字货币服务。尽管

产品。许可证可让合作伙伴提供

如此，Fidor 在收购后继续作为独

储蓄，投资，信贷和保险产品。

立业务运营[19]。

三年制公司的批准提供了另一个

Telefonica 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
使用 Fidor 提供的白标技术推出
移动银行服务。根据合作伙伴关
系，Fidor Bank 提供 02 欧洲银行
许可证，以及个人客户，卡片和
交易服务。
10 月晚些时候，Fidor 与阿

个人助理向 N26 联系人请求，发
送和接收汇款。 “Siri，请通过
N26 应用程序向 Karen 发送 25 欧
元。”基本上，根据 N26，你所要
做的就是指示 Siri 发送或要求一
定数量，明确要求使用 N26 应用

刚刚获得德国银行牌照后，

利用全面的社交媒体，众筹，P2P

此 外 ， Fidor 还 与 德 国

集成，客户可以通过苹果 iPhone

程序[23]。

一品牌之一，在银行业社会中树
立了强大的突破性创新者的声誉，

最后，最后一个功能是与 Siri

Tink（瑞典）

监管标志——通过向智能手机直

瑞典 Tink 是一家手机银行应

接提供消费者金融服务的

用，在由瑞典投资公司 Creades

Fintech 创业公司的批准，旨在削

领衔的瑞典银行 SEB 风险投资公

弱和超越大型银行。这些公司已

司 SEB Venture Capital（瑞典银

经引导年轻的客户快速获得信用

行 SEB 创业机构）的 SEB 创业投

审批，并为他们的应用程序提供

资公司（SEB Venture Capital）中

现代化的用户界面[22]。

筹集了 1000 万美元的 B 系列资
金。Tink 仅在瑞典使用，在 Tink
1.0 上已经有 30 万用户，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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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 10 个市场进行 beta 测试，

模和专业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个移动应用程序，您可以打开一

以便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国际扩张。

Holvi 在一份声明中[25]。

个银行帐户，收到一张借记

新资本被用来帮助创业公司在国

（MasterCard），获得您的支出的

际上进行扩张，并通过利用新的

实时交易信息，通过购物类别或

欧洲银行技术标准，将其产品扩

零售商查看您的交易。您还可以

展到“只读”个人财务应用程序

通过应用程序设置保存目标，并

之上，Tink 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凯
利恩（DanielKjellén）正在呼吁虚
拟银行。
Tink 于 2013 年在瑞典推出，

Ernit（丹麦）
Ernit 是一家为儿童提供数字
存钱罐的提供商，已被选为 1000
家公司中的 10 家之一，在 Google，

可用于 iOS 和 Android，第一个

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帮助

版本的 Tink 的移动应用程序可以

下，参加了纽约市著名的加速器

通过将应用程序链接到银行帐户

程序 Techstars。公司使得父母教

和信用卡来处理个人财务。根据

会孩子如何明智地给予，省钱，

这些“只读”数据，它通过新闻

花钱。

支付账单。2016 年 12 月，农历
新年公布了 420 万欧元的新资金
[26]。领先的是 SEED 资本丹麦，
以及无名天使投资者。
合伙银行 Nykredit（丹麦最
大的抵押贷款人）也是少数股东。

馈送风格流提供了对消费习惯的
洞察，以使其有趣和有用[24]。

Koho（加拿大）
温哥华，金融技术创业公司
Koho，已经完成了第二轮 100 万
美元的种子投资。 该轮由 Power
Financial Corp 牵头，Ferst Capital

Holvi（芬兰）
3 月份，西班牙银行巨头
BBVA 又进行了并购，因为其正在
寻找像 Holvi 这样的公司来帮助
带来新业务和建立替代收入来源。
Holvi 成立于 2011 年，并已从包
括 Seedcamp 和 Speedinvest 在
内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 400
万美元。它是一家创业公司之一，
一直在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服务，
以便在线运营自己的金融业务和
自己的银行业务。其产品包括在

它由一个应用程序和一个聪
明的储钱罐组成。该应用程序使

Koho 是银行业平台的开发

许家长和他人捐款。电子银行为

商。 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银行服

孩子们提供了一种物理方式来连

务，旨在作为传统银行账户的低

接他们的储蓄。他们可以听到钱

成本和现代化替代品。 该公司已

的增加，而他们的小猪的鼻子上

与联邦金融机构合作，向客户提

的光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达到目标

供银行卡，Visa 预付卡，网络应

的距离。即使到 2016 年底，即将

用程序和移动应用程序。 该公司

到来，我们也希望他们有一个好

提供标准的银行功能，包括直接

运气和成功。

存款，采购，账单支付和 ATM 使
用，无需每月费用。

追踪器。即使交易细节没有透露，

此外，私人测试版在 2016 年

我们估计收购价约为八千万美元。

得更大的规模和财力，将其业务
扩展到更多的市场。首席执行官
Johan Lorenzen 说：
“我们已经在
BBVA 找到了理想的所有者，这家
银行了解数字世界，为我们提供
了必要的发展空间，然后通过规

Stanley Park Ventures 参加 [27]。

孩子们能够设定储蓄目标，并允

线销售平台，发票平台和现金流

对于 Holvi 来说，公司将获

Partners，Hedgewood，Highline，

中期也被发布给少数几个用户进
Lunar Way（Danmark）
Lunar Way 是另一个在 2015

行早期测试和反馈，并在未来几
个月内发布包含 7000 多名加拿
大人的剩余候补名单[28]。

年推出的丹麦 neobank。与许多
其他移动电话银行一样，它与当
地银行合作，这一策略使其能够
更快地上市和创新。它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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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高盛宣布推出 GS 银

行应用程序，提供与预算工具和

行，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储蓄银行。

其他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存款帐

该银行诞生于高盛收购通用电气

户。同时也寻求与银行合作提供

资本银行，通用电气银行

账户。Varo 首先计划依靠银行合

（General Capital Bank）是之前

作伙伴来支持其软件提供帐户访

由通用电（General Electric）旗下

问。但是，让公司难做的是，它

商 Equity Bank 宣布推出其首个

首席执行官提供的在线零售银行。

希望考虑寻求自己的银行章程，

数字产品，是一款网上银行业务，

高盛银行的推出和通用电气资本

以便提供存款。这将是金融技术

其存款帐户的利润率是其他无分

银行的收购是高盛集团在传统投

行业的一个转变，金融技术行业

支对手的三倍以上。这是

资银行业做得不好的市场中使收

已经改变了传统银行业的很多规

Equitable 的第一个消费者游戏，

益流多元化和加强流动性的举措。

定[33]。

没有分支机构，其资产约为 100

目前，GS 银行的存款总额约为

亿美元（以美元计），并在三年前

1140 亿美元[30]，与富国银行和

从信托公司转为银行。

美国银行等大型消费银行的存款

EQ 银行（加拿大）
加拿大的替代抵押贷款提供

总额相差无几[31]。
这不是说期望看到一个全国

客户已经在美国使用了建立
一个已建立品牌的数字化分支战
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凤凰城
的客户银行已经推出了一个成熟
的品牌的数字化分支的战略，移
动（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互联

Zero Financial（美国）

性的 GS 分行网络开放以支持新

Zero，一家创业公司，9 月份

银行。相反，GSB 代表了在线银

宣布构建了具有变革性的新型手

行业最主流的趋势。我们对业务

机银行体验功能，经济和功能，

方面的观点是明确和直接的 -

由 EnIAC Ventures 牵头联合新企

配置一个更多样化的企业组合并

业协会，Nyca Partners，Lightbank

且风险较小，同时不太可能因单

和 Middleland Capital 的 250 万

一事件而出现下滑。推进这一计

美元融资。

划，监管部门希望使投资银行与
存托银行合并或开发自己的业务
[32]。

Zero 手机银行体验计划明
年 推 出 ， 由 Zero 应 用 程 序 和
Zerocard 提供支持，Visa 卡将会

网热潮，Bank One，前身摩根大

像借记卡一样被使用，并获得信

（JPMorgan Chase）拥有一个名

用卡奖励。Zero 给客户在采购上

为 WingspanBank 的短期在线单

获得更好的现金奖励，更高的存

位。）Equitable 似乎不会是最后
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机构，在消

Varo Money（美国）

费者前往分支机构或拨打 800 号

Varo Money 是一家移动银

码之前会越来越多地嚷嚷数字服

行应用的开发商，从纽约的

务。至少在加拿大，这个数字表

Warburg Pincus 公司的第二轮融

明了对于数字化的较高热情。根

资中收到了超过 2700 万美元。资

据加拿大银行家协会的报告，该

金主要用于产品开发，通过移动

国 55％的人口选择在线进行其

应用推出借记卡，存款和借贷产

大部分银行业[29]。

品，并继续开发数字金融专家系
统，提供见解，支出分析和实时
预算。

款利息，以及免去传统银行收取
的典型费用。
“很多人不想承担债务，也
没有时间关心多个信用卡对账单，
余额和到期日期，但他们仍然不
想放弃机会获得他们的支出带来
的现金回馈。Zero 是解决这个问
题的首个现代银行体验，“Zer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斯·盖
伦说。

在美国运通公司和富国银行
GS 银行（美国）

有限公司的老将 Colin Walsh 领
衔下，Varo 正在开发一款移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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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基斯坦 FinTech 创业公司

行详细信息。

Finja 获 得 由 Vostok Emerging
Finance 领导的 150 万美元的桥
Neat（香港）
2016 年 3 月，由前花旗银行

梁种子融资 100 万美元。Finja 是
巴基斯坦数字银行服务的开发商。
该公司正在合作开发面向客户的

老将们 David Rosa 共同创立的

移动钱包与 Finca 小额信贷银行。

Neat 开始测试技术并接受指导

它旨在改变付款行为，并帮助人

作为领土 SuperCharger fintech

们以数字方式处理和管理货币。

加速器的一部分，由渣打银行和
百度支持。

这些年来，巴基斯坦迅速发
展的 3G / 4G 智能手机用户受到

就像英国的 Mondo 一样，

逐步监管框架的支持，是向该国

Neat 的运营从智能预算和储蓄

2 亿人口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在

应用程序到伴侣卡在客户登录时

重塑商业模式和通过数字干预消

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除摩擦来改变生活等领域存在着
大量机会。

这一举措是紧接 2015 年 12
月推出的战略伙伴关系[36]。
“这
种合作伙伴关系让 Rocketbank
更有效地吸引客户，这得益于我
们强大的品牌，加速了其产品的
开发。另一方面，Rocketbank 正
在为我们提供技术，服务和客户
沟通方面的支持。
“Otkrytie 的首
席执行官 Elena Budin 表示。

Yololite（新加坡）

Neat 还使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来更深入地了解其用户。

什么是 YoloPay？它是谁？

虽然该应用程序当然可供任何人

YoloPay 是一种基于移动应用程

使用，但该公司专门针对大学生

序的支付解决方案，链接到 Visa

和年轻专业人士。

预付卡，专为家庭和企业的多人
支付系统而设计。
YoloLite 是第一款专为新加
坡和香港的家庭设计的产品，用
于支付资金，管理和允许家属（包
RocketBank（俄罗斯）

他们不但倾向于面向早期体

五月份，俄罗斯主要银行奥

验者，而且公司的市场研究也显

克里（Otkrytie）宣布已经全面收

示，大学生往往需要更多的预算

购了 Life.SREDA 所投资的公司

帮助[35]。

Rocketbank。Rocketbank 提供如
全球自动取款机的免费卡加载和
现金取款，汇款，支出分析，折
扣指南，应用支持和航空里程计

Finja Pvt
Finja Pvt（巴基斯坦）
这是一个真正有趣的例子，

括家庭帮助）使用自己的 Visa 预
付卡。家庭现在可以更多地控制
如何花钱。快速，安全地转移资
产。然后在商店，旅游或在线的
任何地方进行消费。使用您的手
机链接到您自己的一套 Visa 预付
卡。Android-Pay 和一系列酷炫
的可穿戴设备即将来临。

划等服务。用户还可以通过从他
们的电话通讯录中选择要付款的
人员，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或电子
钱包号码，而不必知道他们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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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您只需要向我们发送您的身

考虑到新兴的中小企业融资技术

份证照片，正面和背面。并在你

服务业务的增长，我们预计会有

消费的任何地方积累信用度。

一段复兴。中小企业的新技术服

在紧急情况下允许少量借款。
为你买的东西做担保。YoloLite 将
提供很多新功能。
在几分钟内注册并操作。在
您测试了 YoloLite 并决定使用它

务一直是并将会是寻找一个相互
建立生态系统的“连接核心”，或
者说至少会寻找廉价渠道来获得
客户和数据。

投资者对于移动收购的关注
度在 Square 上市后大幅降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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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增长，有利的
监管框架，其中包括关于安全，
支付举措，认证，新兴国家日益
增长的中产阶级利基的法规，预
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2 亿户家庭，
最后愈加复杂的在线世界，更多
的付费方式，移动设备，在线渠
道，更复杂的消费者旅程等等。
我们发现融资活动趋于放缓，
因为更多的投资者正在考虑其公
司的有机演进，因此，更多的公
有趣的是，2016 年的 Square

司主要在加强和整理其产品。今

正在走下坡路，因为它已经开始

年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趋势是

产自己的设备 - Square，SumUp，

通过苹果商店进行销售。一方面，

2016 年 的 开 始 的 激 烈 的 移 动

Ezetap 的获利情况如何。一些分

这是一个有趣的渠道来分销这样

POS 竞技场阶段。此外，我们再

析师表示，这是一个竞争优势 -

的产品，显示它作为一个即插即

次看到一些更有趣的案例，移动

给予一个机会让硬件供应商和服

用的盒子，帮助客户更长时间地

POS 技术开始与数字银行技术合

务提供商取消联系。反过来又说，

记住公司，并轻松快乐地使用它。

作，为微型企业提供银行服务。

它需要一定的资本和规模。一般

另一方面，客户端获得硬件和能

最后，我们看到一些大的金融服

来说，分析方法必须是合理和明

力，通过软件工具进行卡付款分

务提供商开始进入利基市场，现

确的 - 如果您建立自己的专有

析，为此，新功能可能会从服务

在为需要添加移动处理的较大数

系统，如苹果，想要控制整个价

中消除价值观差异。

量的商家提供产品，但不希望有

仍然不清楚 mPOS 收购者生

值链。同样的问题是自己拥有支
付许可证，与许可证提供商（如
合作银行）的集成相比。这些都
在增加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使
其进入新市场变得更加困难和漫
长，但是大大加快并降低了现有
市场的成本。

Square 仍然是开创新服务

任何大躁动和嘘声。

和质量的领导者。他更新了
Square Cash，抽奖，发票和开放
API。通过收购 Framed Data，扩
大 了 Square Capital 。 通 过 与
Intuit 和 Xero 建立新的合作伙伴

Square（美国）

关系，它扩展到澳大利亚。另一

跟踪今年 Square 的发展策

Squres 仍然与其他行业玩家

个有趣的例子是印度 Ezetap，与

略，推出新产品，拓展新区域，

一起亏损，但是像 SumUp 这样有

著 名 的 ewallets 相 结 合 ， 像

签署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收购

利可图的玩家便成为了有利可图

Freecharge 一样，开放了 API，不

一些新公司，采取一些战略步骤

的 mPOS 之一。另外，我们还要

让自己的利润高于银行处理交易，

等是非常有意思的，更有趣的是

指出一个特殊的参与者，Square

相反，在应用和分析上进行订阅。

如何在资产负债表和财务健康中

资 本 。 MPOS 收 购 似 乎 只 是

在地域上，mPOS 初创公司目前

反映出来。

Square 获取客户或差异化方法

只在美国受欢迎，英国，德国，

的一个渠道，这是信用风险分析

巴西和印度，澳大利亚势头正在

的数据来源，而收入将通过中小

增长。亚太地区，非洲，中国，日

企业贷款和其他免费产品产生。

本，韩国，中东等国家都有许多

我们应该更好地要求部门内的追

分散的初创企业，这些新兴企业

随者 - 他们什么时候会想到扩

在未来几年需要整合。主要增长

展这样的方向？ （iZettle 已经在

驱动因素在行业中保持不变，包

走 Sqaure 的路）;

括全球非现金支付的增长，全球

在推出新产品方面，今年
Square 从采用新功能—Square
Cash，以维持现金平衡。抽屉功
能，一个个人财务工具，将所有
付款保留在安全的地方，并从该
收款中扣除来付款。这是一款相
当小但真正强大的产品，为
Square 的客户提供了更多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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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原始信用卡阅读器同样在苹
果商店可以获取到。新的编排为
迅速变化的移动支付世界带来了
一定的协同效应。 [5]苹果推广
了 Square 读者，Square 读者宣
传了 Apple Pay。在并购活动方面，
Square 进一步发展超过其 mPOS
业务的产品组合，包括 Square
Capital，Square Cash，Caviar。3
月 份 ， Square 收 购 了 Framed
Data 背后的一个预测分析服务
团队，并将把科学家团队部署到
Square Capital 团队。Square 通
过其服务方式跟踪商家的交易历
史，以更好地确定他们通过
用 Sqaure Cash 的方式。[1]
现金抽屉可以鼓励其他小规
模商家给予应用程序一个镜头，
因为他们可以像使用 PayPal 或
Venmo 一样使用 Square Cash。
至于 Square Cash 的优势，该功
能意味着随着 Cash Drawer 的推

钱包。您只需在退出屏幕上输入

Square Capital 的贷款资格。 6 [6]

信用卡信息即可。随着新的

服务的分析部分肯定有很多要求

Square 电子商务 API，任何人都

- Square 必须对每个客户进行详

可以使用 Square 进行结帐，从

细的风险分析，并确定他们将要

Joe 的自行车店到沃尔玛。您不需

偿还贷款的利率。所以这个团队

要将您的目录存储到 Square 的

自 然 会 对 于 Square 的 Square

电子商务网站中。 [2]

Capital 产品有极大的吸引力。
Square 资本工具运作的越好，对

出，该公司将会收取较低的交易

在地域扩张方面，Square 现

费用，对于那些存款多于取款业

在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在欧洲，

务的顾客收取更少的交易费用。

英国，Squareup 注册成立有限公

此外，Square Capital 扩张到

司。[3]路透社 6 月份在伦敦开始

包括灵活的银行贷款（由犹他州

beta 测试，该公司还将前财务部

凯尔特银行支持）。 [7]这一举措

长 Paul Deighton 的商业秘书添

为 Square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利

加到董事会。在澳大利亚，与澳

用其平台上的中小企业的数据。

大利亚交易银行服务公司 Cuscal

Square Capital 并不支持它所产

合作，于五月份推出。随着 SaaS

生的贷款。它只是收取费用来促

会计厂商 Intuit 和 Xero 宣布与该

进一切。因此，广场及其投资者

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推

的业务风险相对较低。凭借其灵

出的 Square 卡读卡器预计将快

活的贷款选择，Square 只承担一

速向云基点销售系统转型。 [4]

小部分贷款。最重要的是 Square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
Square 正错失的另一个发展方
向 - 平方发票的新功能 - 定期
发票，当卖家可以一次安排所有
发票，并控制何时希望客户收到，
创造出一种自由和灵活性，使客
户可以专注于企业。像 Square 的
许多其他产品一样，它可以被免
费使用，信用卡/双币卡支付费用
为 2.75％。当然，它并没有像推

传统工具越有吸引力。

Capital 的业务毛利率高于付款处

出 Square Cash 那样取得突破，

在 2016 年初，Square 透露

理。过去三年来，Square 的付款

也不会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动，

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 - 苹果商

处理业务始终如一，毛利率约

但是它就是抛出 Square 的产品。

店。苹果公司将在线和零售商店

36％。而 Square 并不会自行突破

以 49 美 元 的 价 格 出 售 新 的

S 其收益，它的软件和数据业务

Square 阅读器。Square 曾经以同

的毛利率为 61％。 [8]

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是，
Stripe 为推出了线上和线下的新
的 API。因此，电子商务商家现在
可以使用简单的形式来处理信用
卡付款，如条纹 - 无需注册电子

样的 49 美元价格通过自己的网
站提供了给读者，但是还没有通
过苹果以外的零售商出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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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EMV 芯片卡解决方案
是建立在 CardFlight 和 Stripe 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之上的，始于
2013 年。一些 Stripe 客户已经在

First Data mPOS（美国）

使用 CardFlight 来进行现金支付，
包括 Artsy，Flywheel，Indochino
和 Peloton。
此外，Cardflight 还推出了两
款新产品：Bold B550 和 Bold 500，
CardFlight（美国）

全新的移动读卡器系列，通过蓝
牙与 Ios 和 Android 设备进行通

Cardflight，对于一些人可能

信，随后公布了 iPhone 7。新的

并不熟悉，但实际上他被选择在

平板电脑设备可以接受使用 EMV

Amazon Web Services 云上提供

的付款芯片卡，非接触式 NFC 支

支持性基础设施。因为公司与其

付 和 移 动 钱 包 如 Apple Pay ，

厂商一样，必须完全遵循

Android Pay 和 Samsung Pay，新

Payments Card 行业的数据存储

的读卡器通过蓝牙连接，而不是

和管理标准。除了必须确保所有

音频插孔。

系统都是物理上安全的，公司还
必须确保在销售点从客户收集的
个人信息和信用卡信息在飞行状
态中和休眠状态时都被完全加密。
今年，Cardflight 为开创自己

回想一下，在 2012 年，支付
过程巨头 First Data 悄然收购了
Andreessen Horowitz 支持的移
动支付创业公司 Clover [9]，以帮
助公司扩张，今年 First Data 宣布
推 出 CloverGo ， 最 新 添 加 的
Clover 家族企业管理解决方案。
虽然 Clover 平台为各种规模的企
业提供服务，但是，Clover Go 对

最后，在 10 月份，Cardflight
发布了最新版本的 EMV 迁移跟
踪器，美国 EMV 芯片卡使用情况

移动员工或企业家来说更为有利，

的数据和趋势此前从未公布。最

只是开始接受交易，同时遵守

新的 CardFlight EMV 迁移跟踪器

EMV Liabilty 转变。

的市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与

显示的最新数据和趋势非常有趣，

Stripe 的开始新一轮的合作，使

您可以看到以下：二月份使用卡

开发人员能够在自己的移动应用

的 56％包含有 EMV 芯片，高于

程序中植入 EMV 芯片卡支付。作

2015 年 10 月的 46％，美国运通

为整合的一部分，CardFlight 将提

在 EMV 芯片卡使用方面处于领

供支持 EMV 芯片卡的移动读卡

先地位，其中包含 EMV 芯片的卡

器，并向 Stripe 商家和开发人员

站起卡片数量的 88％以上。

与 Square 最 强 大 的 免 费
mPOS 应用程序相比，CloverGo
更为基础，独立于 Clover 的全支
付 POS，所以你会发现许多功能
被削减或不存在了。
Clover Go 提供：

提供刷卡支付。

•自定义税和小费
•全部/部分退款
•无限用户
•电子邮件/短信收据
•与其他 clover 系统集成报
告
•商品库（无库存跟踪）
•快速销售模式和库存模式
下面是 Square 所做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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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可定制税和小费
•快速销售或库存销售
•全部/部分退款
•按百分比或美元金额折扣
•电子邮件/短信收据
•报告
•在应用程序中添加项目
•在应用程序中调整税务设
置

传统贷方获得资本的艰难过程。

为银行收取高额费用）;还有巴西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

和墨西哥，通过 Standard 的战略

是传统金融行业的客户， [11]。

投资。该收购表明 iZettle 将进一

后来，iZettle 已经开发出智
能手机，并首次在德国以外的地
区推出。在智能卡的帮助下，
iZettle 现在能够为德国的小型企
业提供集成的支付和销售点解决

和多个价格点。每个人都必须是
一个单独的项目。同样，Clover
Go 不允许您在应用程序本身创
建项目或修改税务设置;你必须
通过网页浏览器来完成所有这些
操作。尽管有这些缺点，这仍是
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对于想要添
加移动处理，但不想要任何大躁

展项目并分析客户支出模式。它
还提供了新的定期收入流，基于
一款软件即服务的模型。 [14]

程序上使用卡支付和使用数百种
不同的功能来帮助他们管理和发
展他们的业务。 De Geer 表示，
Intelligentpos 公司将再追加 5 亿
目前是每年 30 亿欧元。 [12]
Intelligentpos 是一个基于云

Clover Go 不支持项目变体

业采取卡片付款和库存跟踪，开

方案，使他们能够在销售点应用

欧元来进行业务处理，这一数字
•集成库存同步和管理

步深入零售价值链，允许小型企

的服务，并以几种方式与 iZettle
互补。第一个是其功能集和客户
如何使用它。两者都可以利用通
用硬件（iPad 或 Android 平板电
脑）; iZettle 已经建立了一个专注

Payleven + SumUP（德国+
英国）
SumUp，现在是 SumUp 与
合并 Payleven 的公司，在春季收
购后继续其产品开发，并于 10 月
份推出了全新的一体化注册和非
接触式读卡器。这是基于平板电
脑收款机供应商的巨大需求，才
能够将其应用与开放式支付平台
相连接。新注册的主要特点包括：

于简单快速交易的服务，而

带有玻璃表面的新的 NFC 卡

smartpos 主要集中在业务 - 客

读卡器和电容式键盘接受芯片，

户关系及其他，其最大的产品迄

磁条卡和非接触式支付，包括

今为止集中在酒店业。 [13]

Apple Pay 和 Android Pay。

动或嘘声的商家，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相互补充的第二种方式

iPad mini 可 与 任 何 与

Clover Go 将正是您可能需要的，

是定价：到目前为止，iZettle 的

SumUp 付款平台（或 SumUp 应

特别是那些已经使用 First Data

收入来源于商家进行的每笔交易

用程序）集成的 POS 注册软件一

或 Clover 系统的用户。 [10]

中占一小部分佣金（如 Square，

起使用。标准尺寸热敏打印机。

起 点 为 .75 ％

由可持续林业制成的木制橡木箱。

）。 然 而 ，

Intelligentpos 是建立在 SaaS 模
式的基础上的，
“而且，增加了一
iZettle（瑞典）
对于 iZettle 来说，这是伟大
的一年，他们的任务是超出付款，

种我们迄今尚未使用不同类型的
收入来源，”de Geer 说。
目前，Intelligentpos 已将其

最重要的是，SumUp 表示，
它是第一个有盈利能力的移动销
售点。该公司在过去六个月的收
入翻了一番，年收入接近 1 亿美
元。四年前推出的 SumUp 通过仅

而为顾客打造一个“一站式”商

大部分工作重点放在英国市场上，

需传统解决方案的一小部分成本

店。在今年年初，iZettle 通过向

但是，Geer 表示，iZettle 意图将

的方案打破了支付行业。 [15]

中小企业提供基于未来卡片销售

在其他地方发展：iZettle 不仅在

的进步，进入了中小企业融资的

欧洲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在这里

特殊市场。 IZettle Advance - 在

与 PayPal 和 SumUp / Payleven

欧洲推广 - 针对的是小型企业，

为小企业客户（其中许多人过去

正面临着艰难的时期，要客服从

可能没有接受过任何支付卡，因

德国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在
过去十年中，自助人数已经增长
了近 40％，这使得这个 134 万人
群体成为是传统银行服务水平最
低的部门之一。为此，SumUp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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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银行业务部门的 Holvi 合作，

SumUp 合并，标志着拥挤的移动

为微型企业提供银行业务。

POS 领域的整合阶段开始。该公

Holvi 业务账户将使客户能够专

司目前的业务名称为 SumUp，目

注于其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条伟

前在 15 个国家/地区的业务金额

大而有效的创业道路，没有传统

达到 10 亿欧元。考虑到更多的企

的银行业务和不必要的文书工作。

业迁移到 mPOS 解决方案，大型

数字支付平台 FreeCharge 与位

[16]

企业开始将卡片现金支付纳入其

于班加罗尔的移动支付先驱

系统和应用程序，这肯定会为企

Ezetap （ 20 ） 合 作 ， 允 许 所 有

业的增长创造更大的机会。 [17]

FreeCharge 用户的立即开始在数

Ezetap（印度）
印度市场上有趣的案例之一，

千个 Ezetap 服务点上支付（包括
印度的中小型零售商）使用他们
的钱包 。 合作伙伴关系吸引到
Ezetap’s Universal Mobile Wallet
Ingenico mPOS（法国）
今年的 Ingenico 在向新的业
务领域开发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移动销售点。从 2016 年 1 月开
始，它与匈牙利沃达丰和 OTP 银
Payleven（德国）
今年，Payleven 是众多获胜
者之一，因为它取得 Seventure
Partners，Holrzbrick Ventures，
ru-Net ， B

Cinque ，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和 Mepay
的 D 系列 1000 万美元的资金。
2012 年，Payleven 是推出其芯片
和 PIN 卡读卡器的先驱，其产品

Acceptance 是 印 度 第 一 个 通 用
解决方案，允许商家通过现有的
Ezetap 移动销售点（mPoS）应用
程序从任何手机钱包接受客户付
款。

行合作部署了一个 Mpos 解决方
案即时通银行，作为并购银行。
未来几年，微软和中小型企业部
门的 ReadyPay 市场潜力将达数
千。该产品成为匈牙利市场上首
个向所有企业开放的 Mpos，类似
于 GoSwiff 和今年进驻罗马尼亚
的 ING。
在成功部署之后，在 ETA 的

在 11 个市场中运行。在 2015 年，

Transact 16 会议上，其 mPOS 设

我们在“未来金钱报告”中提到，

计宣布推出一款新的 mPOS EMV

牵引力坚实而坚强，当时推出了

SDK 的 Ingenico 移动解决方案，

Payleven Plus，NFC 功能芯片和

使软件供应商开发人员能够缩短

Pin 阅读器与苹果公司的支持，并

上市时间，并轻松在 Android 应

在巴西与 Visa 进行了有意义的研

用程序与任何 Ingenico 移动解决

发。

方案读卡器及其 EMV 网关上实
现 IOS 集成。现在，ISV 和开发人
员可以通过 Ingenico 移动解决方
案合作，在一个地方从一个合作
伙伴处获得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去多个供应商哪里来构建
完整的解决方案和追求多个耗时
和昂贵的支付行业专家团队的认
证。 [19]
而在几年之后，Payleven 与

此外，在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它与全球电子支付解决方案提供
商 PAX Technology 建立了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世界一流，
成本效益和质量优良的产品。
根据 PayTM，与商家拥有直
接关 系预计将导致更好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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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和交易成功率。 Vasireddy
（CEO）也解释说，PayTM 的用
户体验受到阻碍，因为客户必须
经历一些跳转，以清除付款，因
此选择了更直接的关系。[22]

SoftPay（越南）
Softpay，Life.SREDA 投资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GoSwiff

司今年获得了 2016 年度越南人

今年更换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和

才奖，荣获 IT 领先创新和发明奖。

首席技术官高级团队。马克·帕特

这一下也论证了公司通过巧妙 IT

里克成为了新的首席执行官，取

设计来实现的业务模式的质量。

GoSwiff（新加坡）

代

了

Simone

Ranucci

GoSwiff 今年继续帮助创建

Brandimarte，后者在上任两年后

此次庆祝活动是在已经签署

新一代的商人，他们可以以不同

就辞职了。并宣布任命 Damien

了 收 购 越 南 MPOS Technology

形式的现金处理方式付款，并通

Kopp 先生为新任首席技术官，扩

JSC 的最终协议之后，被收购的

过使交易更轻松，更安全和更有

大 GoSwiff 的无线通道支付服务，

公司是越南经营的领先的 mPOS

效率来为客户带来收益。现在，

为商家制定创新综合服务路线图。

公司。根据本协议条款，SoftPay

GoSwiff 在卢旺达[23]与 KCB 银

[26]

Mobile 将成为该越南公司的大股

行 ，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与 Indosat

东。此外，它将使 SoftPay Mobile

Ooredoo 和 BNI 银行[24]，在罗

实现其愿景，成为东南亚领先的

马尼亚与 ING 银行共同运营。[25]

mPOS 支付协调人公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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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与生产新的现金终端

和客户基础的实际指标相对较小，

创造很多机会。然而，Shopify 仅

或企业管理软件平台密切相关的

不足以证明投资额。例如，E la

适用于中小型零售业，而不适合

公司中，公司本部在美国的居多

carte - 85000 客户量，处理$10

在食品和服务行业扩大规模。

（Square Stand，AllSet，

亿订单，在 2016 年筹集了 1500

Poynt，E la Carte，ShopKeep，

万美元的债务和 2800 万美元的

Revel，Breadcrumb，Clover，

投资; LightSpeed-36000 客户量，

Toast，Lavu），也有在加拿大的

$130 亿订单处理，从 Accel 等人

（Shopify POS，Lightspeed），

在 A 轮筹集了 3000 万美元; Revel

澳大利亚的（Vend，Albert），

- 30K 客户量，在 6 年内筹集了 1

新加坡的（Mobikon＆others），

亿 5 千 万 美 元 。 ShopKeep -

印度尼西亚的（Moka，

23000 客户量，筹集了 7000 万美

Pawoon，Olsera）。其他国家的

元;销售 - 18000 客户量，筹集了

市场也在公司和数量逐步增加。

900 万美元; Toast - 1000 多名客

接下来，根据聊天机器人和

户，在 A 轮筹集了 3000 万美元;

扩展的客户关系管理趋势，

AllSet 最近一笔来自 Andreesen

Shopify 为其商店提供了一个免

HorowitzA 轮的 250 万美元，每

费 的 渠 道 ， 通 过 Facebook

月 85000 订单量，在美国 3 个城

Messenger（脸书的消息传输）直

市开办了 180 间餐厅。

接与客户进行交流，并支持商店

该市场目前与 mPOS 采购解
决方案深度融合，而真正的机遇
所有业内人士中，近一半都

是与 P2B / SME 贷款，在线保理

专注于销售设备（Poynt，Square

合作。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下

Stand ， SumUp Stand ， Shopify

面提到的这些服务仍然不会对其

POS， E la Carte， ShopKeep，

客户的数据进行资本化，然而有

Albert，Revel，Breadcrumb），而

数百万的客户的信息已被这些服

另 一 半 则 如 AllSet ， Vend ，

务提供商收集。因此，他们针对

Lightspeed，三叶草，吐司，Lavu，

不同客户推出个性化新产品。

Erly，Mobikon 更侧重于软件产品。

（服务，如电子钱包，汇款，微

对于软件提供商来说，扩展和进

型贷款，信贷）

Shopify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在英国推出零售硬件和销售点应
用程序（POS 机）。[1]阅读器是一
样的，它支持点击，芯片和刷卡
付款，让零售商接受无接触和传
统的基于卡的付款，免费的应用
程序可以与 iPhone 或 iPad 上的
阅读器设备配合使用。

和客户直接在消息传输过程进行
销售。[2]当客户与使用 Shopify 的
Messenger 销 售 渠 道 [3] 的 任 何
Facebook 商业页面商店开始对
话时，客户可以选择“立即购物”
选项。这让他们可以轻松浏览和
购买，而整个过程实际上完全在
Messenger 中运行。

入新市场更容易，但硬件提供商
可以利用品牌忠诚度和情感投入。
提供销售点管理系统的一些
知名品牌实际上是大公司的子公
司：iqPOSitive（由 Revel 收购），
Square Stand（由 Square 收购），

Shopify（加拿大）

在此之前，我们知道 Shopify
在 4 月份通过收购 KIT CRM 进入

Shopify 创立于 2005 年，目

聊天机器人市场。 Kit 是帮助企

SumUp Stand（由 SumUp 收购），

前是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在线销

业通过聊天机器人与客户进行互

Shopify POS（由 Shopify 收购），

售平台之一。该公司最初的成功

动的公司，提供可以执行各种功

Albert（ 由 英 联 邦 银 行 收 购 ），

归功于在线销售，在 2013 年，创

能的“虚拟营销工具”。所有这些

Breadcrumb （由 Groupon 收购，

始人托比亚斯·卢特克，丹尼尔·温

都可以通过短信完成。它专注于

然后卖给 Upserve），Clover（由

兰德和斯科特湖就决定进行分散

让商家通过短信运行他们的在线

First Data 收购）。

在世界的实体零售。进入在线零

业 务 的 特 定 方 面 的 业 务 。 [4]

售业是完全有道理的，已经有大

Shopify 似乎对“对话式商业”趋

量的客户可以出售，增加 POS 将

势最感兴趣。

考虑到中小企业部门的能力
和对这种交易服务的需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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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几年中发布了一些移动应用

如 Facebook 广告和 SEO 分析。

程序，游戏和机器人，包括流行

[11]

的面向消费者的应用程序，如
Quick Fit ， Next Keyboard ，
InstaMatch 和 Wake Alarm。[9]

这次收购的一个有趣的结果
是其新推出的产品“Kit Favors”。
它可以让网上商店创建两个
Facebook 广告系列，并推广两个

LightSpeed（加拿大）

Facebook 社交讯息（当然，您仍

Lightspeed POS 另一家加拿

然必须向 Facebook 支付广告费

大公司，蒙特利尔的零售商软件

用），同时还会向前五位购买客户

供应商获得了最多的资金的公司

发送封感谢电子邮件。这个想法

之一，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今

是，它将基本上为商店业主免费

天，LightSpeed 与餐厅和零售商

提供服务直到它促成五个销售交

合作，使他们能够开展业务。超

Allset 是 一 个 生 命 体 。

易。在我们看来，这是 Shopify 真

过 36,000 家处理超过 130 亿美

SREDA 的投资组合公司，也是一

正伟大的举动。[5]

元 年 度 交 易 的 企 业 使 用

个遍布于圣弗朗西斯科，帕洛阿

Lightspeed 的餐厅 POS 软件和全

尔托，曼哈顿和洛杉矶的应用程

渠道零售解决方案来管理库存，

序，允许任何人在用餐之前进行

客户偏好，销售和报告，这些全

餐馆预订，订购和支付午餐费用。

部来自一个集中的平台。

[12]

Shopify 也推出了 Frenzy 应
用程序 - 专注于闪存销售。这是
一个应用程序，让使用者把所有
希望都寄托于此，使得购买路径
与使用 Apple Pay 一样简单。
[6]Frenzy 是一个让用户将所有需
要从闪存中销售的东西放在一个

Allset（美国）

今年下半年，该公司宣布，

今年下半年，该公司宣布以

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创业投

纽约为基地的风险投资公司

资公司 Accel Partners 通过 A 系

Metamorphic Ventures[13] 对 其

列资金投资，投资 3000 万美元。

进行了 235 万美元的投资。融资

该初创公司旨在利用在苹果公司

资金也将帮助 AllSet 扩大产品研

的产品在工作场所激增的“带自

发，营销。

己的设备”的趋势 - 它最近从早
期支持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财务
支持。[10]

包括以前在种子基金筹集的
100 万美元，Allset 现在共筹集了
335 万美元。 Allset 于去年推出，

中心位置的应用程序，当你准备

此 外 ， Lightspeed 宣 布 与

转移他们的时候，需要通过苹果

DTG，在线营销公司，建立新的合

与 180 多家餐厅合作伙伴。[14]

支付付款。 TechCrunch 指出，

作伙伴关系。从今年开始，DTG 开

虽然 Allset 为其用户免费，服务

Frenzy 依靠 Shopify 的后端来防

始向客户提供 Lightspeed 的在线

向餐厅收取每个订单 10％的费

止应用程序崩溃。该应用程序与

方案。虽然 Lightspeed 正试图提

用。 Andreessen Horowitz，FJ 实

一些零售商和不同品牌合作。[7]

供自助电子商务方案，但 DTG 的

验室和 SMRK 风险投资基金都参

网页设计师和网络专家将尽力为

加了种子基金筹集。 Allset 共筹

客户设计在线商店。中小企业现

集了 335 万美元，其中包括种子

在可以在 Lightspeed 和 DTG 上

前一轮的一百万美元。

最后，Shopify 还做了另外两
个收购，一个是收购了位于滑铁
卢的 Bolt-Made，得到了数字咨
询 和 产 品 开 发 公 司 [8] 和 Tiny
Hearts，一个数字工作室，它在过

目前每月服务超过 8,500 名食客，

获得这些在线商店的全方位服务。
Lightspeed 还将开始为当前的在
线商店客户提供一些 DTG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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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Poynt 功能包括混合

几个新功能，如 Presto 系统的客

EMV（芯片卡）和 MSR 读卡器，

户反馈功能，因此其餐厅合作伙

NFC 和 OR 代码支付技术，通过

伴现在可以利用 Presto 系统的客

一个内置的支付终端，注册，扫

户反馈数据来帮助优化业务运营。

描仪，打印机，双触屏，私人客

目前运营商已经注意到，与传统

Poynt 是一个 POS 应用程序

户面对的屏幕就可以实现。它可

调查方法相比，这个反馈机制的

和智能终端，可帮助任何企业以

以与其他第三方软件集成，可以

响应率提高了 10 倍。理论上来说，

实惠的价格访问不可思议的技术。

是连接到收银机的个人支付终端，

客人的反馈能力比传统的客户反

公 司 由 Osama Bedier 创 建 于

也可以组合在一起，或者其他。

馈工具高得多的解决方案，这使

2013 年，他在 AT＆T Wireless 一

[20]

得运营商能够做出更为智能的，

Poynt（美国）

年前就开创了销售点的想法，成

数据驱动的决策，以提高效率，

为 PayPal 成立时期的高级产品执

增强客人的餐饮体验，但实际上

行官，并帮助推出 Google 电子钱

还没有结果。

包搜索，广告和应用。 [15]
E la Carte（美国）
E la Carte 开发了一个系统，
不仅允许客人使用定制设计的平
板电脑从桌面订购，还可以让客

为了使其终端进入市场，
Poynt 正在与商家有关系的银行
合作。该公司已经宣布与 Chase

人与互动内容和游戏交互，并且

ShopKeep 是另一个著名的

支付账单，而无需等待服务员。

iPad 销售点系统，服务于 23000

到目前为止，它在 Presto 系统中

多名客户，总部位于纽约，已经

拥有 1700 多家安装的餐馆。

筹集了超过 7000 万美元，并且进

Paymentech（摩根大通的一个子

今年，E la Carte 宣布已在美

单位）和 Vantiv 交易[16]。预订

国各地的餐厅客户网络部署了超

于 2014 年底开始，售价为 299 美

过 85,000 台 Presto 平板电脑，并

元。 [18]

已经处理了超过 6 亿美元的消费

经过一个富有成果的 2015
年，当它获得了 2800 万美元的资

者支付交易[21]，并且在 2016 年
将处理超过十亿美元的订单。

排名。在此期间，ShopKeep 排名
第 116，增长了 776％。

的商家可以从 ShopKeep 的 iPad

增加了 Elavon，为美国的中小型

数周之后，它宣布收到了

POS 应用程序中的 Site Booster，

Bridge Bank 和 Trinity Capital 的

Gmail 和 PEX 访问和设置服务，

1500 万美元信贷额度，为现有的

以进一步帮助他们开展更智能的

债务结构进行再融资，并减少其

小型企业。

偿债服务成本，而且提供额外的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Poynt

流动资金，补充其 2800 万美元的

EMV 终端现在可以通过认证的

股权投资过去风险投资公司英特

PayProTec 合作伙伴进行安置。

尔投资公司和罗穆卢斯资本。

PayProtec 是一家付款处理运营

[22]

商，为美国超过 40,000 多家商家

技术，媒体，TMT 和能源公司的

新的附加组件。现在，ShopKeep

在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中

功能。

中，这是北美 500 家增长最快的

为当前和未来的客户添加了 3 个

PTS 和 EMV 认证的终端，今年它

预安装的安全功能和广泛的移动

出现在德勤的技术快速 500 强当

乎没有提供新的服务。例如，它

到了巴西，成为业界首个通过 PCI

其中包含最新的付款验收技术，

行了 3 次收购。今年，它也首次

此外，Shopkeep 在一年中几

金并运送了第一个智能终端，搬

企业提供最先进的支付设备[19]，

ShopKeep（美国）

此外，我在其平台上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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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ndroid 在 SMB 客户群

Groupon 并没有为该交易寻求任

Inc.服务范围涵盖全球。它的初衷

中的普及，它也推出了其手机应

何直接的现金 - 相反，它正在采

是解决常见的销售点问题和餐饮

用程序。Pocket 是一款智能手机

取 Upserve 未公开的少数股权。

行业问题。它获得了 1500 万美元

应用程序，使企业主能够实时监

的 A 系列资金，现在扩大到酒吧

控业务绩效。现在在移动 iOS 和

和夜店，快速服务企业和其他酒

Android 系统上，Pocket App 专

店行业。

门用于 ShopKeep 的客户群，每
年交易额超过 35 亿美元。

Toast（美国）
Toast 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
一体化餐饮技术平台。专门为餐
厅专门设计的 Toast 是一个移动

Breadcrumb（美国）

的，基于云的 POS 系统，将客户
体验的关键方面融入一个平台。

面包屑是一种以纽约为基础

迄今为止，它拥有 1000 多名客

的 POS 解决方案，专门为 Quik

户，并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随

服务餐厅，全方位服务的餐厅，

着 Toast 在贝思迈创业投资集团

咖啡馆，酒吧，休息室和夜总会

领军的一轮收到 3000 万美元的

而设。POS 支持各种订购：表（进

资金，它一直在建立新的合作伙

餐），待去（外出），交货和条形

伴关系网络，因此在 8 月份已经

标签。基本上，面包屑适用于需

与 Chowly，Inc 合作。将第三方

要菜单的任何企业。

在线订购系统（TOOS）直接集成
到其销售点（POS）软件中，以解
决在线订购食品的客户日益增长
的问题，随着在线订购平台（如
Grubhub 和 Yelp 的 Eat24）的显
着扩展，餐馆正抓住机会扩大交
货和接送业务。

有 趣 的 是 ， 面 包 屑 是
Groupon 收购了面包屑，不久之
后 Groupon 以 130 亿美元的价格
上市。四年之后，随着大规模裁
员的新闻占据各版头条，
Groupon 的价值已经大幅下降到
20 亿美元左右。去年八月，面包
屑 创 始 人 塞 特 · 哈 里 斯 （ Seth
Harris）离开了该公司，随之离开
的还有约四分之一的部门员工，

另一个合作伙伴是 Ctuit 软
件，其目的是允许相互客户从
Toast 提取有价值的数据，包括销
售，劳工详情和产品组合记录，
以创建旨在降低成本和增加 pro
create 的综合餐厅管理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涵盖了一系列餐厅

今年我们没有听说有关他们
的消息，但是我们注意到与
PayPal 的新联系，因为它宣布选
择他们（PayPal）将 EMV 支付处
理或传统的刷卡信用卡和借记卡
付款给全国的餐饮，酒吧，食品
卡车和其他食品/饮料业务。根据
这一协议，两家主要的商业公司
正在共同致力于提供数字云支付
和 POS 系统，餐饮业主花费的费
用大大降低.
PayPal 现在将提供给 Lavu
的餐厅，酒吧和食品卡车组合，
每年将会产生数十亿美元交易额。
此外，Lavu 可以提供餐厅和酒吧
主 EMV 付款程序，这一程序在其
POS 软件中集成了清晰透明的定
价结构的处理，没有隐藏的费用。

需求，包括配方成本计算，采购
清单，创建时间表等。

所以对于公司来说，事情看起来
并不乐观。

Revel（美国）

为此，直至今年 3 月，
Groupon 已 经 将 面 包 屑 销 售 点
（POS）的业务卖给了 Upserve，
该公司是一家名为 Swipely 的餐
饮技术创业公司。更有趣的是，

Revel 是零售，食品企业等领
Lavu（美国）
Lavu 是另一家以餐厅为中心
的 POS 系统，用于全栈，快速服
务。其设立于阿尔伯克基市，Lavu

域最大的解决方案销售点。尽管
该公司已经成立 6 年，并获得了
2.53 亿美元的资金，但仍然以超
常的速度增长，为此，到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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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继续增长，其增长率为 158％，

服务的最终用户提供将收据直接

对于 Revel 来说，2016 年的影响

发送到 Expensify，完全跳过收件

是真实巨大的，然而它继续应对

箱的功能。

挑战，并开创新的强劲动力。
Revel Systems 已经部署了超过
30,000 个以上的客户，迄今已筹
集了超过 1.3 亿美元的资金。
2016 年 9 月，Revel 宣布与

下一个有趣的举措是收购了
iqPOSitive，这是一家俄罗斯餐饮
企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开发商。在
这笔交易中有趣的是，IqPOSitive
一开始就没有投资者，没有办公

壳牌公司达成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室，零投资营销，客户完全来自

壳牌公司选择在全球特定零售燃

于口碑和 Facebook 页面。该公司

正如他们所说，它是目前最

料 基 地 完 善 Revel 高 度 安 全 的

未能吸引投资者，并提议转移到

快，最聪明，最活跃的信用卡终

POS 平台。这一两年之久的合作

西欧。但是，尽管困难重重，Revel

端。它以宽带速度处理芯片和针

伙伴关系是壳牌公司需要改善客

和 iqPOSitive 的交易最终以意外

脚和非接触式付款以及电话支付。

户旅程和体验的直接结果。

收购告终。

它也是面向未来的，并准备好通
过 Android 手机接受 ApplePay 和

第二次合作是与 Cinnabon

NFC 支付。

以及 Focus 品牌的一部分，其中
包括像 Schlotzsky，Auntie Anne's
和 Carvel 这样的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

Clover Station（美国）

在 100 多个地方添加了 Revel。

Clover 车 站 是 另 一 个 美 国

另外，斯坦福大学在其校园餐厅

POS 系统的商业，但更复杂和高

全面推出 Revel 后，也已将 Revel

度可定制。它有自己的 API，所以

Square 是支付处理行业的

推广到校园的所有交易场所，包

您的开发人员可以创建一个自定

市场领导者之一，在 2016 年将

括其体育场馆。

义解决方案，使 POS 系统成为业

Square POS 更 名 为 Square

务。它是在一个伞牌品牌 First

Register - app 来管理商家库存，

Data 下运行的，因为它在 2013

发票并从客户处付款。在 2016 年，

年被收购，并且最近添加了几个

它也开始允许用户在英国付款。

新产品，如我们在“移动收购章

在我们听说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节”中提到的 mPOS 设备。

Square 也考虑通过收购方式来

谈到今年，Clover 想出了一
个 升 级 的 Clover Mini 终 端 。
Clover Mini 是下一代借记卡支付

Square POS（美国）

到这里，购买像 iZettle 这样的欧
洲玩家作为进入市场的方式之后。
Square 独自在英国推出。

终端，可帮助企业经营和发展业
务。它能够快速，轻松地接受几
乎任何类型的付款，并且方式安
全和可靠。
第三次合作是与 Expensify。
Revel 是 Expensify 因其先进的功
能和无缝的客户体验而选择集成
的第一个销售点[POS]系统。通过
与 Expensify 集成，Revel 向从

此外，Square 已经宣布了一

Revel 客户的销售点购买商品和

系列新的版本，以深化和扩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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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支付市场的地位。在“Square

关系下，消费者和小企业将能够

建造”平台的庇护之下，Square

将其 PayPal 账户中的资金即时存

基本上分散其支付处理服务中断。

入 MasterCard 账户。

而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就围绕着

另外，ERPLY 已经与 CAS PD-

自己的即插即用 POS 硬件[43]和

II POS 接口规模集成。适用于超

Square Register 支付处理软件，

市和花园中心等环境，规模整合

它现在提供了一系列不一定要承

适用于称重包裹，易于收集其他

诺到 Square Payment 生态系统
的业务工具。

w（爱沙尼亚）
Erly 是来自不同特殊场所的
软件 POS 提供商之一，原来位于
爱沙尼亚的塔林，并进一步转移
到美国，它是一个“云混合系统”
ERP 系统，提供线上和线下实时

PayPal（美国）

操作、POS 功能、人力资源能力、

PayPal 在 2016 年扩大了与

计能力和访问控制。它有几个附

旨在帮助付款服务结帐方式在商

加组件，很酷，它由 QuickBooks、

店中更易于接受。 VISA PayPal

PrestaShop、Magento、Shopify 等

已 经 加 入

Digital

集成，由 QuickBooks 集成允许其

Enablement（VDEP）以扩大销售

从 ERPLY 发 送 新 的 发 票 到

接受程序计划：这是让 Visa 合作

QuickBooks;

伙伴访问 Visa 在美国的令牌服务
和其他数字功能的商业框架。这
将增强交易安全性，并将 PayPal
的数字钱包扩展到所有实施 Visa
无接触交易的实体零售地点。合
作 伙 伴 关 系 还 帮 助 PayPal 的
Venmo 服 务 ， 因 为 当 用 户 将
Venmo 帐户与 Visa 借记卡相关

其合作伙伴系统和硬件的范围，
其软件可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通过整合我们的新零售称重解决
方案，ERPLY 可为您提供更快的，
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 POS 系统完
成的结帐方式。

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会

Mastercard 和 VISA 的合作关系，

Visa

重量敏感数据。随着 ERPLY 扩展

在 今 年 年 初 ， 它 与 Star
Micronics 合作，为中小型商业环
境创建了一个完整的 mPOS 捆绑
包.ERPLY 已经与 Star Micronics
打印机外设合作了很多年，将
Star 产 品 与 Android ， iOS 和
Windows 软件组合用于 POS，并

Vend（新西兰）
Vend 是另一家位于惠灵顿
的大型零售软件开发商，服务于
140 多个国家的 18,000 多家门店。
在经历了成功的 2015 年及之前
的几年后，其间发生了一些重大
事件，如：扩大到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开始与苹果合作，
筹集近 5000 万美元的资金，今年
对于 Vend 来说依旧关键。

且正在为 mPOP 提供 Android 支

从主要消息来看，Vend 今年

持。随着 mPOP 成为第一个一体

再次从强大的投资者伊克·莫拉

化的集成外围设备，他们认为这

克（Movac）筹集了 900 万美元

是为客户提供一个平滑可靠的解

的资金，该公司的 Mark Stuart 联

决方案的机会，这与以往任何方

合了 Vend 和其他公司的董事会

使用万事达卡，目标是帮助

案都不同。使用 ERPLY 软件，Star

成员，其中包括现有股东 Square

PayPal 在销售点建立更多的牵引

Micronics mPOP 和 Android 平板

Peg Capital，Sam Morgan 的茉莉

力，面对来自像 Apple Pay 这样

电脑的完整 mPOS 软件包，使零

花投资董事会成员和志向资产管

的点击付费竞争对手的日益激烈

售商的安装变得更加简单。

理董事会成员。公司办公室记录，

联时就可以立即提取资金。万事
达卡持卡人现在也可以通过万事
达卡发送在 Venmo 上进行即时
转账。

的 竞 争 ， 以 及 Android Pay 和

Vend 发行 320 万股，总共达到

Samsung Pay 的较小程度竞争。

3400 万股。

一些商店也实施了自己的数字支
付服务，如星巴克，沃尔玛，以
及最近的 CVS。此外，在 PayPal
和万事达卡之间扩大的合作伙伴

此外，Vend 和 Xero 合作，
进行一系列产品更新和联合营销
活动，为小企业零售商提供最先
进的端到端解决方案。Vend 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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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执 行 官 亚 历 克 斯 ·法 拉 （ Alex

功能之外，Katea on Albert 还集

Telkomsel 数据包作为用户的业

Fala）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新西

成了客户忠诚度，会计，库存，

务解决方案。

兰，约 30％的 Vend 客户，我们

销售和薪资应用。企业不再需要

也希望加速其他市场的增长，如

使用多个设备来运行日常操作。

英国和美国。

同样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联

Mobikon（新加坡）

最后，Vend 已经和 Square

邦银行与 Ant Financial 签署了一

合作，将对手化为同盟。从 2016

项协议，开放澳大利亚消费者和

Mobikon 位于新加坡，是餐

年开始，Vend 餐厅，零售店和其

企业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

饮行业在线客户参与解决方案的

他业主客户可以完全访问

并通过其 Albert POS 设备为中国

领先供应商之一。在 2016 年的业

Square 的平台，包括硬件，支付

游客提供支付宝付款。根据谅解

务和产品开发方面，它已经推出

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如小型企

备忘录的规定，两家公司正在共

了 mEngage，一个用于餐饮业的

业贷款）。这一使 Square 能与像

同努力，使澳大利亚消费者更容

客户参与和营销产品的单一平台。

Vend 这样的公司一起工作的新

易地通过阿里巴巴集团的电子商

该平台将允许餐厅以无缝的方式

方法更具有商业意义。这意味着

务网站购买，由 Ant Financial 的

推动精确的客户参与计划，并利

Vend 客户可以选择一系列新的

支付基础设施支持，包括

用大数据的力量将客户体验提升

硬件选项，包括访问 Square 阅读

AliExpress，一个由中国商人出售

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器。对于 Square 来说，这是另一

产品给全球消费者的平台。

在兼并收购方面，Mobikon

个新的方向（Square 已经与餐厅

在 2016 年进行了两次收购交易。

管理软件供应商 Upserve 以类似

首先，已经收购了孟买的社会和

的能力组合）即最重要的新产品
类别：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Albert（澳大利亚）

营 销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

MOKA（印度尼西亚）

MassBlurbin，估计混合股权和现

Moka 是最成功的移动 POS

金交易约为 250 万美元。此次收

初创公司之一，可让用户通过

购将有助于 Jungle Ventures 和东

iPad 几乎完成所有操作。而在

盟 科 技 基 金 Qualgro 支 持 的

2016 年，其由东方企业牵头的 A

Mobikon 向其客户整合在线审查

系列资金吸引了 190 万美元。 其

管理，网站自动化和其他服务。

Albert 是由澳大利亚联邦银

他 参 与 的 投 资 者 还 包 括

行（CBA）发起的餐饮，咖啡馆和

Convergence Ventures ， Fenox

零售商店的销售点设备，运行在

VC ， Northstar

开源平台上，CBA 期望外部应用

Wavemaker Partners。雅加达的

开发人员帮助商家定制客户体验。

创业公司计划利用新资金加速发

CBA 已经开发了八款应用程序，

展，加快产品开发。该公司还计

它们将预先加载设备，包括一个

划在万隆，巴厘岛和泗水建立销

现金柜台和一个分配账单的应用

售团队。另外在十二月，莫卡与

程序。三月份，它与 Kounta 合作，

国有贷款人 PT Bank Mandiri Tbk

整合了一系列新功能，如从一个

（BMRI）签署了收购银行协议。

设备接受付款，管理平板电脑，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与印度尼西

接管客户订单，拆分票据和同时

亚最大的电信公司 Telkomsel 合

更新库存等级。除了交易和 POS

作 ， 将 提 供 捆 绑 的 mPOS 和

Group

和

第二，Mobikon 对 Hipcoask
进行了战略投资，这是一个用于
酒精和咖啡的在线赠送平台。
“我们领导这一轮资金，并在公
司中占有重要地位，”Mobikon 首
席执行官 Samir Khadepaun 说。
hipcask 卖礼品券，这反过来又可
以帮助推动 TRAIC 餐厅。前进，
这将作为一个产品通过新的综合
餐饮服务管理平台提供，
mobikon 将于下个月推出这个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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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收购市场在全球越来越

增长了 25 倍。目前在 2016 年的

卖给 Klick＆Pay，收购价格未公

活跃 - 然而，领导者/追随者牵

25 个国家运营的 Stripe 已经在 D

开）。

引力的方程式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轮资金中吸引了 1.5 亿美元，价

而 100％的在线收购方和付款处

值 90 亿美元（早于先前的 50 亿）。

理者中，只有 5％-7％的公司实

欧洲同行 - 来自荷兰的 Adyen

际上正在处理付款的主要利益，

和来自瑞典的 Klarna 的价值为

高达 70％的市场支付。其余 90％

2.3 亿美元 - 也在积极成长和竞

的公司规模和数量都较低，正在

争中取得成功。 Adyen 已经签署

处理约 30％的交易。尽管存在这

了 Uber，Facebook，Netlix，在

种不平等现象，但还是有许多成

2016 年也签署了 Wechat Pay，

功的小公司正在精心瞄准一个特

Etsy，Sabre 航空公司和其他客

殊的角色，比如：视频游戏，赌

户.Klarna 已经获得了在欧洲业务

博，好客，地理位置：阿拉伯国

的银行许可证，正在考虑在美国

家，亚太地区，独联体;因此可以

也得到许可证，进入中小企业贷

承受行业巨头的压力。

款和持续其线下收购。
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一个有趣
的收购者市场，例如在 2016 年，
eWay 以 5,000 万美元收购美国
全球投资公司，同时考虑到公司

考虑到所有基本指标，大型

仅处理了 58 亿笔交易，占澳大利

企业的增长速度都比小企业增长

亚在线交易的四分之一。此外，

快，因此提出了市场中小企业未

2014 年的全球支付收购了澳大

来的一个问题。它们将被诸如

利 亚 的 另 一 家 大 型 支 付 公 司 --

Intuit / First Data / Elavon 等更大

Ezidebit 为 3.05 亿美元。

的加工巨头收购？或者将被像
Stripe / Klarna / Adyen 等市场的

由于印度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技术领导者收购;或者他们将与

网络收购业务持续增长。亚马逊

类似的公司合并，以在其地理市

在印度大投注，2016 年已经收购

场中创造生态系统（最有吸引力

了当地的网关 EmVantage，而竞

的业务选择）。

争对手 Flipcart 和 SnapDeal 正在
通过收购或开发内部支付处理器

在付款处理行业还有一大堆

/网关来实现同样的道路。本地

机会。Braintree 在 Paypal 收购 3

Transerv 在 C 轮收到 1500 万美

年后透露，支付交易数量从 2013

元，每月处理 1500 万美元。

Paypal（付款处理，电子钱包）
从一开始，Paypal 在土耳其
面临麻烦，因为它被金融监管机
构 BDDK 否认。为此，PayPal 表
示已经被迫暂停付款处理。由于
土耳其的新规定，要求 IT 系统在
该国设立，因此许可证被拒绝。
在合作方面，Paypal 在 9 月
份公布了扩大其与 Masterpass 长
期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声明，通
过使万事达卡在 PayPal 中获得明
确的付款选项，从而提升消费者
体 验 ， 使 Masterpass 成 为
Braintree 商家的付款方式，并扩
大 PayPal 在销售点的存在感。这
将为万事达卡持卡人，金融机构
和 PayPal 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
在扩大的合作伙伴关系下，
消费者和小企业将能够将其
PayPal 账户中的资金即时存入万
事达卡借记卡.PayPal 还将获得
一定的金额奖励，并且由于根据
本协议作出的承诺，PayPal 将不
再受数字钱包运营商费用的限制。

年第二季度到 2016 年第二季度
尽管亚太地区有类似的增长
- 像 2C2P，Omese，红点支付等
收购者仍然是一个壁龛。而像以
色列的 Zooz 和 Credorax 这样的
收购者和加工商呢，他们分别吸
引了 4505 万美元和 8000 万美元，

第二，Paypal 与电子制造商

这个收购者和加工商的增长速度

联想公司和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

很快，在地理市场上已经很成熟，

司合作，让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在

但亚太地区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参

PC 上验证指纹付款。与生物识别

与者。（火箭互联网的 Paymill 被

专家 Synaptics 合作，合作伙伴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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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联想电脑业主为 PayPal 和

Braintree 使 商 家 能 够 通 过

功能将使商家能够在结帐时向客

其他 Fido 启用的服务提供密码。

Braintree 的 SDK 接受银联。只需

户提供更强大的商业智能和选择，

PayPal 和 联 想 是 2012 年 成 立

几行代码，商家就可以第一时间

从而提供更丰富的商务体验。

Fido 联盟的公司之一，旨在通过

快速将银联信用额度和借记卡融
入其结帐流程.Bloomberg 预计，
中国消费者今年仅在跨境交易中
花费约 1180 亿美元，比 2015 年
增长 31.4％。[6]由于中国主要卡
种中拥有超过 54.4 亿支持卡，流
通银联将帮助商家积极参与这个
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通过解锁访
问 Braintree 涉及的 41 亿借记卡。

此外，Braintree 扩大了在法
国的业务。自从 Braintree 于 2012
年在法国开业以来，它一直与许
多创新型法国商家（如 Withings
和 Resto-In）以及著名的快速增
长的国际公司（如 Airbnb，Uber
和 Dropbox）并肩合作。Braintree
还 任 命 Eric Tudoux 为 法 国
Braintree 国家经理。埃里克在金

Braintree 今年还推出了商业

融技术行业拥有广泛的背景，并

与用于访问服务的实际设备相关

基础设施工具，通过实现安全的

将负责法国当前的销售和团队支

的行业支持的开放式协议来替代

B2B 支付共享进出网络来提供更

持。

基于密码的在线身份验证。

丰富的商务体验。其核心是商业

第三，Paypal 与花旗银行合

基础设施工具，是一组 API，它能

作推动增量支出。合作伙伴关系

降低各平台分享商业客户和付款

已成为 PayPal 战略的核心部分，

数据信息的复杂性。通过这些新

使其能够为客户提供新的财务选

API，商家或平台能够同时在应用

择和弹性自由。 在过去几个月中，

程序和网站上创建自己的体验，

Paypal 与 Visa 和万事达卡合作，

无论付款处理器如何，只要 PCI

为 PayPal 和 Venmo 钱包付费的

兼容，都可以安全地与他们选择

客户提供更大的选择和价值；

合作的任何一方共享付款数据。

Paypal 与 Facebook 和阿里巴巴

第 二 个 推 出 的 产 品 是

合作，将 PayPal 的优质结帐体验

Braintree Auth ， 该 产 品 使

带给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房产商中。

Braintree 商 家 能 够 更 轻 松 地 与
Braintree 合作伙伴交互，授权他

Stripe（付款处理/网关）

们代表商家执行服务，通过允许

Stripe 是美国的一家创业公

采取下列行动，如在电子商务商

司，它使得在线商业和应用程序

Braintree（付款处理/网关）

店付款或访问交易数据分析或会

能够通过 API 快速融入付款和其

Braintree 是 PayPal 于 2013

计服务。该产品已经在一些最大

他金融服务，将其 Stripe Connect

年收购的付款处理公司。9 月份

和最具创新性的电子商务平台上

产品扩展到位于英国，爱尔兰和

是收购以来 3 年的里程碑，值得

支付费用，包括 BigCommerce，

北欧的市场业务。与此同时，

分享。在这三年中，Braintree 的

WooCommerce 和 3DCart。

Stripe 的竞争对手之一在四月份

支付交易数量从 2013 年第二季

在地理扩张方面，Braintree

度到 2016 年第二季度，增长了

宣布，通过 Braintree 的移动 SDK，

25 倍。虽然 Braintree 仍然可以

Android Pay 和 Apple Pay（TM）

将这个交易增长的里程碑归因于

现已在新加坡提供。只需几行代

其他因素，但这一影响尤其突出。

码，新加坡的商家现在可以快速，

例如，除了最近添加的新的

轻松地将 Android Pay 和 Apple

创新支付方式，如 Venmo，Apple

Pay 添加到结帐中。除了 PayPal，

Pay on the Web，Paypal Credit，

信用卡和借记卡之外，这些新增

申请破产后终于找到了买家：
Paymill - 由 Rocket Internet 于
2012 年 6 月发行的条纹克隆公
司，已被瑞士金融服务公司 Klik
＆ Pay 收 购 ， 未 经 公 开 披 露 。
Stripe Connect 最初是在 2015 年
推出的，是公司提供简单付款以
外的更大的金融服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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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涵盖不同

随着 Stripe 吸引了更多的商

处理器 WorldPay 存在着问题，造

货币的支付，还包括身份验证和

家和开发商，例如在美国和国外

成了长达一个月的长期灾难，扰

处理本地化的合规性等事务，目

的这些商家和开发商 - 能够向

乱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金额。

前涵盖 25 个国家以及从每笔交

想跨越国界的人们提供开发者工

[15]服务器更新导致了 Etsy 商家

易中获取佣金。

具特别重要。应用程序的质量越

和卖家的重复收费和交易丢失。

高，返回的机会就越大。这也将

以至于 Etsy 客服平台中有 1500

有益于 Stripe 继电器，因为该公

个客户投诉，公司最终决定增加

司推动帮助商家在手机上进行销

额外的付款处理器投入来重获其

售。 [13]

市场份额。 [16]

Stripe Connect 的扩展发生
在欧洲科技界一个有趣的时刻。
大多数英国人以及那些在那里做
生意的人都在等待 Brexit 公民投
票的结果，[11]有些人不禁有些

最后，到今年年底，Stripe 已

加入 Adyen 的另一个大品牌

担心和恐惧。但另一方面，到目

经筹集了 1.5 亿美元的 D 系列资

是 Sabre Airline。合作扩展将使与

前为止，全国“市场”的创业公

金，其中美国顶尖的 Fintech 狗超

Sabre 有 合 作 航 空 公 司 ， 如

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投资

过了 9B 美元。 “华尔街日报”

Aeromexico 和越南航空公司能

者仍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首例报道，
“资本集团”
（CapitalG）

够利用 Adyen 的付款解决方案。

粗略估计，仅在英国，市场创业

和“催化剂合资公司”（General

[17]由于 Adyen 支持 250 种付款

公司预计今年将筹集 10 亿美元

Catalyst Partners）均为首轮，还

方式和 150 多种货币，因此无论

的资金。

包 括 红 杉 资 本 （ Redo Capital

航空公司在世界哪里，航空公司

Capital）等现有投资者。新交易的

都可以按照乘客首选的方式为其

价值是在一年多前的最后一笔资

提供支付服务。 [18]

在产品推出方面，今年我们
看到 Stripe 已经推出了 Instant
Payouts，这是一款专为经济发展
而设计的服务，使用户能够通过
借记卡在几分钟内完成支付。该
服务已经被测试了几个月，包括

金周转期间的 50 亿美元的差价
的两倍。自从 2010 年成立以来，
该公司现已吸引了约 4.6 亿美元
的投资。 [14]

Instacart，Postmates 和 Lyft 等公
司，已经使用它向司机发送了超
过 5 亿美元。它现在可以在美国
的所有市场使用，所需要做的只
是添加几行代码到他们的网站。
Stripe 收取支付金额的 1.5％，最
低费用为 50 美分。 [12]
在并购方面，Stripe 今年秋天
宣布已经收购了 Tonic - 一个应
用程序开发和原型设计服务，旨
在巩固其开发者产品。虽然交易
的财务条款没有披露，但据透露，
Tonic 已经重新命名为 RunKit，并
将 继 续 独 立 经 营 。 RunKit 由
Objective-J 编 程 语 言 和 移 动
Safari 开 发 人 员 的 创 始 人

Adyen（付款获取方，支付处
理器/网关）
Adyen 是提供付款处理和采
购解决方案的最大的参与者之一。

Adyen 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

它已经处理了像 Uber，Facebook，

其信用卡收购能力将其市场扩张

NetFlix，Mindbody 这样的技术公

到巴西，香港和澳大利亚等地。

司的支付业务，每个公司都有数

这增加了 Adyen 已经提供收购服

百万的客户。 Adyen 的全球收购

务的市场的榜单 - 美国，欧洲。

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公

扩大的收购能力意味着在巴西，

司 2015 年价值 23 亿美元，2015

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客户现在也可

年收入增长超过 100％，反过来

以通过 Adyen 的平台在当地处理

又推动了全球增长最快的公司的

信用卡。Life.SREDA.Money 金融

增速。

科技研究认为线上收购（包括付

Francisco Tolmasky 创立，正在解

在 2016 年下半年，Adyen 成

决是否可能构建“开发人员操作

为 Etsy 的服务商，Etsy 活跃在手

系统”的问题。RunKit 无需安装，

工制品的在线市场，网站上有超

提高了开发速度和易用性。

过 170 万的卖家。Etsy 与之前的

款获取者，处理器和网关）对于
商家来说有着巨大的利益，因为
它消除了通过每个地区多个第三
方收购者运行需要的款项，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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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依赖法务途径而不是为

英国零售商每年平均亏损 37,062

外部资金。 Cheloufi 在一篇博文

数字系统时代设计的。 [19]

英镑。

中沮丧地表示：
“融资是确保公司

最后，Adyen 宣布将微信支

在 美 国 ， 它 已 经 与

付加入其本地付款方式的组合中，

Bigcommerce，Shopify，Magento，

成为第一家将微信支付融入其全

Demandware ， OpenCart

球范围内的主要支付服务提供商，

Cybersource（共计成千上万的在

为 4 亿中国消费者提供支付渠道。

线商家）展开合作，Klarna 提供

这是 Adyen 不断发展的本地付款

信用额度。该公司已经在欧洲拥

方式的最新补充。 微信，最初是

有银行牌照，目前正在与

一个消息传递应用，现在已经演

WebBank 在美国的借贷市场合

变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其支付

作，然而他也在考虑通过购买自

功能已经被 WeChat 的 8 亿用户

己的银行的方案来在美国市场做

的一半所使用。 [20]

出更大的飞跃。发言人说，通过

Klarna（付款处理/网关）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克拉尔纳
（Klarna）在瑞典的母公司取得

和

的生存和在那里的人的工作，扭
曲的关系不是阻止融资的理由。”
由于缺乏资金，公司被迫在 16 年
2 季度提交破产申请。 [24]

Credorax（付款获取方，支付
处理器/网关）
Credorax 是一家位于以色列，

Klarna 已有的合作伙伴关系，该

成立于 2007 年，提供在线支付处

公司可以向 18 个欧洲国家和美

理和收购线上提供商。它在 2010

国的人们提供这些数据。这些统

年获得了 PSD 许可证，是 Visa

计数据对于购物者来说并不是一

Europe 和 Mastercard 的主要成

件大事，但是使网络商店更容易

员。 2014 年获得日本和美国的

上手。

许可证。 2015 年，它在欧洲获
得商业银行牌照。Credorax 拥有

了巨大的成功，所有在线销售额

在战略举措方面，Klarna 推

的 30％是由该公司处理的，这相

出了一个扩展至实体店的运动，

当惊人。该公司在 2016 年价值

银行和技术公司可竞争做交易处

22.5 亿美元（16.8 亿英镑），并获

理。目前，电子商务占西部国家

在年初，它任命了另一位

得着名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

零售总支出的 10％以下，而实体

CEO - Igal Rotem。前首席执行官

Sequoia Capital（苹果，Google，

店的推广可能会使 Klarna 获得比

兼创始人 Benny Nachman 已转

Instagram 等）的早期投资者支持。

现 在 更 为 重 要 的 市 场 。 [23]

为董事会副主席兼执行董事。据

[21]今年的网络融资巨头 Klarna

Klarna 通过在传统商店提供服务，

一家公司称，Igal Rotem 于 2010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深入形

将与银行和新的支付服务巨头竞

年加入 Credorax，并在过去四年

成伙伴关系链。

争，如苹果公司，三星电子

担任执行董事长。 [25]他在全球

从英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

公 司 和 Alphabet Inc. 的

我们可以概述一下其与 Shopify，

Google 单位。 Klarna 去年将其

WorldPay，BigCommerce，Cyber

在线业务推向美国，开始与

Source 和 Lyst 的协议，通过网络

PayPal 等公司竞争。

商家为英国消费者提供融资。
Klarna 的申请过程需要在线填写
几个信息表格，并让消费者立即
知道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融资解
决方案，bankingtech.com 报告。
该解决方案可帮助零售商和商家
抵消落篮效应，提高保留率，忠
诚度和销售额。 [22]根据 Klarna
最近的调查，67％的英国购物者
在网上放弃了购物车，这相当于

此外，Klarna 已经同意接收
无力偿债的柏林金融科技初创公
司 Cookies。由前 N26 员工 Garry
Krugljakow 和 Lamine Cheloufi 创
立的 Cookies 应用程序旨在简化
移动资金转帐流程，曾经是德国
最受欢迎的德国 Fintech 公司之
一。然而，管理层的矛盾导致
Krugljakow 拒绝同意提供所需的

大量的许可证，迄今为止市值高
达 8000 万美元。

扩张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有助于建立公司在亚洲的业务。
需要说明的是其与 Vantiv 建
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让 Vantiv
的商家可以以 34 个国家的当地
货币进行处理和结算卡付款，这
通常会降低国际银行费用和提高
交 易 审 批 率 。 Credorax 将 为
Vantiv 的客户提供进入全球收购
平台的渠道，并可以接触以前对
监管，文化和技术有很大挑战的
国际市场。 [26]
此外，它与 Acceptacard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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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战略合作，该公司为各种规模
的企业提供卡片处理解决方案，
并可选择商家帐户，在 2009 年创
建了最新的 Chip＆PIN＆mPOS
终端技术，并由 Bill 汤姆森领衔，
巴克莱卡担任业务总监。这样的
伙伴关系使得 Credorax 将其业
务服务提供给英国商人。 [27]

有 12-15％。 [28]
第二，2C2P 与先进支付及技
术 的 领 导 者

SafeCharge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合作。
[29]通过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东南亚品牌和零售商在欧洲和北
美的 B2C 电子商务市场有望突破
9.85 亿美元。两家公司已经将彼
此为零售商和商家的支付服务相
结合。SafeCharge 在欧洲和北美

2C2P（付款处理/网关）
2C2P 是亚洲领先的付款处
理公司，今年也集中在与全球企
业建立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的商家客户将能够向客户提供东
南 亚 支 付 。 通 过 SafeCharge，
2C2P 的商业伙伴可以与欧洲和
北美的消费者联系。

有 卡 的 全 球 收 购 方 。 2C2P 的
SEA 商 家 现 在 可 以 拨 打 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Discover 和其
他 Discover Global Network 卡作
为额外付款方式。 2C2P 将增加

第三，2002 年 2 月 22 日，

在 SEA 地 区 的 接 受 度 ， 使

缅 甸 亚 洲 绿 色 发 展 银 行 （ AGD

Discover Global Network 持卡人

Bank），缅甸支付联盟（MPU）和

能够在该地区更多的商家使用他

银联国际（UPI）一起推出了“联

们的卡。 2C2P 将为其商家提供

合支付和 MPU 联合品牌借记卡”，

单一来源电子支付服务，以接受

缅甸的借记卡可用于本地和国际

Discover Global Network，其中包

它筹集了来自亚洲和欧洲投资者

交易。 MPU 是缅甸联邦共和国

括 来 自 美 国 的 Discover 卡 ，

的 D 系列资金 800 万美元（2.86

国家支付网。授权国内所有支付

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 以及其

亿丹麦克朗），为 13 岁的公司提

卡的发行和接受，其中 2010 年度

附属卡，如韩国的 BC Global Card，

供了总额 1800 万美元的资金。泰

有 120 多万张。 MPU 能够处理

Elo Card，巴西和印度的 RuPay。

国企业目前占公司营业额的 60-

缅甸境内的交易。 [30]

2C2P 似乎致力在全球电子商务
流量的支付市场扩大其服务。
2C2P 与一些 SEA 最大的电子商
务和电商商家进行合作。
最引人注目的是，12 月份，

70％。据一家公司称，2C2P 自
2011 年成立以来，每年的收入几
乎都在翻番，其目标是在 2020 年
之前，每年的顶线营收继续翻番。
2C2P 预计今年的年营业额将达
到 4 亿多美元，约为 2015 年的
80-90％。该公司主要关注电子商
务部门，其潜力具有大幅增长可
能性，因为所有机械化销售中，
东盟的比例不到 1％，而在中国

Discover 全球网络是世界第

2015 年 6 月，2C2P 还推出

三大支付网络。 Discover 全球网

easyBills，该国首个在线账单支付

络遍布 185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解决方案。在此之前，2C2P 与缅

超过 3900 万个商家接受地点和

甸公民银行一起，推出了“公民

190 万个 ATM 和现金接入点，其

卡”，即万事达卡和全球商家可接

包 括 Discover ， Diners Club

受的可重新预付卡。 2015 年 2

International，PULSE 和附属网络。

月，2C2P 与缅甸支付联盟（MPU）

[32]

一起制定并实施缅甸首个电子商
务支付平台，允许缅甸公民搜索，
选择并直接支付网上购物费用。
2C2P 在 2014 年度处理了逾二十
二亿美元的交易。 [31]

Paymentwall

第 四 ， Discover Financial

Paymentwall 是一个美国的

Services 的 子 公 司 Diners Club

国际支付平台，允许私人和企业

International 和 Discover Global

通过互联网销售数字商品和服务。

Network 的宣布，2C2P 是在全球

该公司最开始作为 Facebook 的

发 现 网 络 上 运 行 的 所

游戏支付平台，现在已经转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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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如 MMORPG 和浏览

Games 和 Wargaming 的战略合

器游戏，SaaS 公司，视频流，交

作伙伴关系允许玩家使用预付卡，

友网站等。 它是各种支付解决方

银行转账，现金支付来完成购买

案的金融技术提供商。 Brick 是
其作为支付网关的产品之一。 今
年公司首次将产品分拆为“Brick”
- 支付网关，
“Mobiamo”运营商

Multisafepay（付款获取方，

结算，“Offerwall”广告平台和

SDK 并开始接受来自 200 多个国

“MINT”预付费产品，取得了前

家和地区的付款。 开发商可以提

所未有的成功。

供的一些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和

该年度最显着的结果是
Paymentwall 进入伊朗市场，与
Shetab 合并， 结果是：整个伊朗

借记卡，银行转帐，移动支付，
预付费解决方案等等
在伙伴关系方面，它也很有

银行业务都采用统一的电子清算

成绩。 起初，它与 Hiveage 合作，

系统，可以方便从信用卡，自动

一个计费平台，帮助 45,000 多家

取款机和销售点终端进行交易。

企业和企业家发送发票，跟踪和

Shetab 简化了伊朗的付款流程，

管理业务费用，并查看业务的详

对于那些想在那里开展业务的商

细报告。现在，企业主可以通过

家是有利的。以前，该国的借记

在 Hiveage 帐户中插入自己的

卡和信用卡只能用于由发行银行

Paymentwall 商家帐户信息来发

提供的自动柜员机或 POS 机。使

送发票和在线收款。

用 Shetab，借记卡和信用卡可以

交易更快地完成。
来自 Paymentwall 的第二个
值得注意的发布是 Unity 的软件
开发工具包（SDK），这是一款广
泛使用的游戏开发平台，用于在
台式机和移动设备上创建 2D 和
3D 游戏。 游戏开发人员现在可
以通过向最终用户提供超过 130
个付款选项来集成 Paymentwall

虽然比利时的电子商务市场
在 2015 年增长了 15％，在 2016
年增长了 12,MultiSafepay 在同期
则在比利时的市场份额翻了一番。
此外，荷兰支付服务提供商将于
2016 年 4 月成为比联支付方式
Bancontact 的收购方。收购方将
允许 MultiSafepay 向客户提供付

程序。

另一件事，PaymentWall 在

覆盖面，使得检查更容易访问和

努力，结果如下。

有技术，包括财务和服务与支持

制裁，但们并没有完成这一活动。

为发布商和用户提供了更广泛的

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市场扩张也在

意味着 MultiSafepay 可以处理所

成了合并，但是由于对伊朗实行

应用购买从而产生收入。熊猫++

域已经变得突出。 今年，新一轮

和 Bancontact 的事务处理。 这

Paymentwall 实际上与 Shetab 完

动发布商通过 Android 设备上的

的 PSP 之一，在全球支付处理领

MultiSafepay 可以方便客户关系

甚至在线支付门户网站上接受。

进的移动 SDK。 熊猫++允许移

Multisafepay 是荷兰最着名

款方式，而无需引入第三方。

在该国的任何 ATM 或 POS 终端，

2016 年已经推出了熊猫+++，先

支付处理器/网关）

在 地 域 覆 盖 方 面 ，
第二个合作伙伴关系是使用

Multisafepay 现在与意大利，奥地

LG Smart TV 应用程序，以便其业

利和波兰的付款公司相结合。 在

主通过 Paymentwall 提供的全球

奥地利，它已扩大其付款方式与

140 多种付款方式接受付款。 借

电子支付标准（EPS），奥地利网

助 Paymentwall 的智能电视支付

上转账的过程，因此它可以更专

产品，应用程序所有者可以向用

注在奥地利市场的增长上。 根据

户提供方便的付款方式，例如信

MultiSafepay 的报告，[42] EPS 可

用卡或借记卡，银行转账，移动

以与荷兰的支付方式 iDeal 进行

支付等等

比较，它与 MultiSafepay 提供的

其他两个主要是游戏行业 包 括 卡 库 游 戏 - 简 化 了 Black
Desert Online 和 Wargaming 的
游戏内购买 - 为游戏内购买带
来 更 多 付 款 方 式 。 与 Kakao

德国付款方式 Giropay 几乎相同。
在波兰，MultiSafepay 与 Dotpay
（波兰最大的付费服务提供商之
一[43]）合作，以提供这些本地付
款方式，而无需单独连接每个本
地提供商。 通过添加 Dotpay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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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的支付网关可以直接访问多

公司（TCV）领导的 E 轮投资中筹

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八

个本地支付产品。

集了高达 1.8 亿美元的股权，并

个国家进行交易。 另外，2014 年

由 现 有 投 资 者 Susquehanna

全球支付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的

Growth Equity 参 与 。

另一个大牌子--Ezidebit 为 3.05

[45]

Payoneer 在撰写本报时称，全球

亿美元，这是一家综合支付公司，

有 579 名员工，其中三分之二在

专注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常

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工作，

性支付。

在美国是五分之一，在亚洲约有
15％。 展望未来，Galit 表示，将
加速在全球主要市场的地方办事
处的投资，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
候开放的印度，菲律宾和日本的
重点枢纽。
其次，Payoneer 宣布已经收
在意大利，Multisafepay 成立
了意大利销售和支持部门，任命
了一名主管该国家事务经理。 此
外，最近也推出了意大利版
MultiSafepay 网站。 [44] 2015 年
意大利电子商务销售增长了
19％。 根据电子商务新闻的数据，
预计 2016 年的销售额将再增加
17％。

此外，在全球支付所有权下，

购了一个数字托管服务解决方案

Ezidebit 和 eWAY 已经宣布推出

Armor Payments，旨在使 B2B 付

名为 eWAY Accelerator 的零售商

款更加安全。 Payoneer 的服务

新的 fintech 平台。 该平台旨在

之间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它解决

解决网络零售商设立即时支付设

了复杂和官僚的全球货币转移的

施的问题。使用 EWAY 的 eRetail

问题，满足了客户要求。两家公

解决方案和 Ezidebit 的商户收单

司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仍然管理

机构，EWAY 加速器会给电子商

大量国际业务的信用证的替代方

务业务标志上当天访问商家帐户

案。 [46]

的选项。

[47] ]新平台绕过了当

前的必须经过银行的零售商通常
等待数周商家帐户的例行程序。

Payoneer（付款处理/网关）
Payoneer 是 一 家 位 于 纽 约
的支付平台，成立于 2005 年，除
了主要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企业以
本国货币进行收款和支付外，还
包括监管合规，税务自动化 和风
险监测。它将国家和公司通过货
币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使国际贸
易过程更加便宜和便宜。
Payoneer 在支付领域的竞争对
手 包 括

PayPal ， Tipalti ，

Eway（付款网关）
eWAY 于 1998 年推出，目前
在 8 个国家进行交易。 像 PayPal
一样，eWay 也接受多张信用卡交

GoCardless 在 伦 敦 fintech

易。 EWAY 澳大利亚在竞争者之

中有一些最着名的 fintech 参与

间提供最简单的定价，每次交易

者。该创业公司提供付款的替代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卡，只收取

方案，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简单的

2.6％，并且不涉及其他费用。 它

方法，可以在线设立和接受银行

是开发商和软件合作伙伴的支付

间银行支付（也称为直接付款），

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在澳大

并且每年正在处理 10 亿英镑的

利亚约有 25％的在线市场。

付款。始于 7 月份的 5 亿英镑，

TransferWise 等重量级人物。 其

2016 年 4 月，eWay 以 5000

客 户 包 括 Google ， Amazon ，

万美元收购了美国付款巨头

Airbnb。

GlobalPayments。 去年，该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
Payoneer 在技术交叉风险投资

Gocardless（付费网关）

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竹内广
介告诉我们这一数字正在攀升。
今年它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单独处理了 5.8B 笔交易，约占澳

因为它还获得了更多的 1300 万

大利亚在线交易的四分之一。 目

美元的资金，这将用于增加销售

前，EWAY 在包括澳大利亚，英

和营销支出，包括进一步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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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这一轮由新投资者 Notion

发票，同时提供增加现金流量的

他关键领域是保险提供者和慈善

Capital 领 导 ， 现 有 的 支 持 者

新方式。 这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

机构。

Balderton Capital，Accel Partners

洞察和决策。

和 Passion Capital 参与。 它带来

QuickBooks 合作，可以消除那些

了 GoCardless 2500 万$的资金总

被客户追着付款的小企业的负担。

额。 GoCardless 说，16,000 个商

与 QuickBooks 的合并允许在发

家正在使用其商品。 客户包括托

票上指定的日期直接从客户的帐

马斯·库克，
“金融时报”和“旅行

户进行付款。 这种重大变化意味

顾问”等主要品牌以及中小企业。

着企业可以减少花费，并且改善

当考虑对每笔交易收取费用时，

在现金流上花费的时间。

[52] 通 过 与

都值得注意。

EmVantage（付款网关）
EmVantage 于 2012 年在印
度 成 立 ， 由 首 席 执 行 官 Vivek
Sagar 领导，其中包括使用信用卡
或借记卡进行在线交易的支付网
关，融入商家应用程序的移动支
付工具和预付钱包。

RedDot 付款（付款网关）
ReDot Payment 是亚洲增长
最快的支付网关之一，为商家和
使用信用卡的客户之间的在线交
易提供安全支付服务。 [53]由一
群富有远见的金融支付专家成立，
红点支付由一个领导财富 500 强
关于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如

多国公司的团队管理。

这个网关有趣的是，它由亚
马逊在 2016 年收购，但金额不
详。 亚马逊将其印度（EPI）门户
网站与 Emvantage 支付网关集成，
以方便用户进行在线交易。 亚马
逊正在使用 Paytm。此前，Paytm
是唯一一家在线支付公司，帮助
在线商家进行在线交易。

上 所 述 ， GoCradless 最 近 与

2014 年，该公司开始电子商

Thomas Cook 达成协议。 该公司

务服务，与印度电子商务巨头

表示，通过这项新服务，TC 的旅

Flipkart，亚马逊和 Snapdeal 进行

客享受更长时间的分期付款的预

竞争。 事实上，Snap 交易拥有

定金额。GoCardless 将促进直接

自己的支付网关系统，如 KlickPay

付款计划，而托马斯·库克只会扮

和 FreeCharge。 2015 年 9 月，

演旅游经营者的角色。 [50]此外，
Chargebee 的订阅平台已经引入
了 GoCardless，作为这些公司向
客户收费的一种方式，让他们轻
松地向欧洲市场提供直接付款支
付 。 GoCardless 的 合 并 将 允 许
Chargebee 客 户 添 加 直 接 付 款
作为其订阅业务的付款选项。
[51]

八 月 份 ， 它 宣 布 以 MDI
Ventures 为首的投资项目，回报

Flipkart 收购了 FX Mart，将其网
站与支付门户整合。

率高达“七位数”。 MDI 是印度
尼西亚最大的电信公司 Telkom
的企业创业机构。 创业公司的现
有投资者，日本的转基因投资公
司 Venture Partners，Wavemaker
Partners 和 Skype 联 合 创 始 人
Toivo Annus 也加入了这一轮。

最后，根据 Gocardless 的说
法，数以千计的英国中小企业表
示，管理现金流是一个不断的斗
争。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长
达 13 天，才能获得发票。 为此，
Gocardless 与 QuickBooks 合作，
帮助小企业主回收 13 天失败的

[54]
红点支付在类似提供商中脱
颖而出，这些提供商有来自新加

Transerv（付款网关）

坡 的 2C2P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Transerv 是另一个印度支付

Veritrans，它的目标是解决专门

网关。 最新的一些值得一提的重

行业的特定的支付需求。 例如，

大成就。 例如，它有一些重要的

它有一套适用于酒店的工具。 其

客户成为其战略合作伙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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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max，BookmyShow，PayU，

和服务。 Zooz 的 C 轮融资获得

Ixigo，AskmeBazaar。 它还声称

4050 万$的总金额，在四轮提高。

拥有总共 1000 万用户（包括其客

最新一轮包括方基金，iAngels，

户的用户），并通过其 API 处理每

Kreos Capital 和 现 有 投 资 者

月约 1500 万美元，这使得商家将

Blumberg Capital，Lool Ventures，

支付工具集成到自己的软件中。

Rhodium ， Claltech （ Access

此外，Micromax 与 transerv 最近

Industries 以 色 列 科 技 公 司 ），

签署了 Visa 协议，提供移动支付

XSeed Capital，CampOne。

服务，包括在 Micromax 设备上
基于 NFC 的非接触式支付。 [56]
考虑到所有成就，Transerv

虽然 Zooz 并没有直接与银
行竞争，但它正在为取消管制和
全球统一标准而渐渐取得了成功。

今年也获得了 1500 万美元的 C

事实上，公司在欧洲的扩张是在

轮融资，用于开发新的金融产品。

欧盟计划修订的付款服务指令

该 轮 由 IDFC Spice Fund 和

（PD2）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是

Micromax Informatics 领导。 返

为了向新的参与者开放市场。

回 投 资 者 Nirvana 和 Faering

[60]

个星期以来，G 组套餐用户现在
能够通过谷歌日历来安排工作和
会议，这些命令在 QuickBooks 自
动出现。这意味着企业可以更轻
松的管理时间，并且避免用户手
动输入在 QuickBooks 中的每个
约会。

Capital India 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57]后不久，TranServ 与 Jagruk
Nagrik Sanstha，非政府组织成功
达成协议，由他们准备一个支付
系统，以便在鱼类买卖时进行支
付 Vasai 无现金。 在 Vasai 的
Pachubandar 的萨尔瓦多渔民合
作社成为该国的第一批合作社，
在鱼买卖期间通过数字模式接受
付款。 [58]
Intuit（支付处理/网关）
Intuit 成立于 1983 年，是财
务软件领域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ZooZ
ZooZ 是一个用户驱动的付
款平台，可以提升电子商务网站
和应用的转化/收入。 [59]总部位
于以色列，成立于 2010 年，对于
各种规模的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
公司而言， Zooz 的智能软件可
以分析合并的支付数据，为商家
提供有用的见解。
今年，Zooz 表示，已关闭全
球风险投资公司（Target Global
Ventures）领导的 2400 万美元，
以扩大全球范围，并加强其产品

鉴于 QuickBooks 是世界上

开发了允许自由职业者和小企业

最大的会计软件品牌之一，因此，

管理和准备财务和税收的工具。

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 Google 来

其中一个工具是会计软件

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将 G

QuikBooks，这是世界各地数百万

Suite 推向数百万人。 并且它会

用户的旗舰产品。 与许多随着时

为 QuickBooks 提供一个额外关

代发展的软件产品一样，

注点来吸引新的用户，并保留现

QuickBooks 也具有基于云的化

有的客户 。该公司表示，现有用

身。 在 Q3'16 初期，Google 和

户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正在使用谷

Intuit 已经宣布了一项合作，将会

歌的在线工具。

看到他们各自为小型企业提供的
软件产品之间的联系。

引起我们关注的另一个合作
伙 伴 关 系 是 Intuit 和 Revel

Hot 迫不及待的对谷歌的办

Systems 的合作。 正如 8 月份公

公 软 件 进 行 重 塑 ， 几

布的，这两家公司现在通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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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

Systems

提

供

的

收购后，还将有另外一个大

认为，这将导致“金融服务创新，

QuickBooks，进行从采购订单到

型服务推出，Intuit 已经透露了为

来解决这个消费者最大的财务挑

工资单的数据同步服务，以及这

个体工商户开发的发票应用程序。

战，并帮助他们实现财务梦想”。

次的杂货店和沙龙。 对于杂货商

个体工商户人口占美国劳动力总

而 Inuit 从 Earnest 开始，就有计

来说，新产品是从测量数据（测

数的百分之十点一，根据美国劳

划增加额外的合作伙伴的想法。

量类型）到税收功能于一身的统

工统计局，2015 年有一千五百万

[65]有权访问开放平台的用户将

一体。 对于沙龙，它的功能预订

人被列为个体工商户。这一特殊

能够享受 TurboTax Online 用户

约会延伸到税收服务。 对于这两

人口包括那些经营生意的人 -

提供个性化的优惠。 在未来，

个行业，Revel 的基于 iPad 的结

每天做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自

Intuit 表示将提供可在平台内利

帐功能都集中在 QuickBooks 中，

己出书。

用财务身份，帐户，活动和文档

并帮助引导信息流来完成更好的

以及托管体验的 SDK。

业务决策。 Intuit 利用计算机来
查看不同行业，了解他们如何使
用 QuickBooks 以及如何定制这
些用途，并以此来引导企业找到
新的机会来简化业务流程。 [62]

Wepay（付款网关）

对 于 杂 货 店 而 言 ， Revel /

正如我们在 mPOS 章节中提

Intuit 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综合

到的，WePay 是 FreshBooks，

规模。在初始订单中，员工可以

GoFundMe，ConstantContact 等

使用它们来检查货物的重量（肉

为此，该应用程序旨在通过

公司的支付网关提供商。日前，

类，水果和蔬菜）食品，并与 POS

向 QuickBooks 自雇网站和移动

它宣布可能为 mPOS 部门提供白

同步。 条形码标签的特点是嵌入

应用程序添加发票功能来简化和

色标签销售点解决方案。主要特

在价格标签内，而且所有这些都

加快付款流程。 [64]

点是，WePay 的平台客户可以为

是在前端和云端进行（并且具有
移动功能，这意味着销售可以在
飞行中和通道中完成），消除了原
有障碍的好处是， “在一天的交

一些功能包括：个人发票：
您可以创建和发送专业发票，无
论您身在何处，无需担心正确的

客户提供品牌卡片读卡器，而无
需承担构建或维护此类硬件的任
何费用。 [66]

表单或如何填写发票。 在线付款

主要的价值主张是使商家能

选项：允许您接受网上付款，化

够在一个地方获得所有的综合报

解了您必须去银行处理支票的不

告。之前，商家使用了诸如 Paypal，

便之处。 自动里程追踪器：使用

Square，Mindbody 等的许多帐户，

的 QuickBooks，在线会计软件，

手机的 GPS 自动跟踪里程，以便

现在 WePay 建议将所有数据放

收购了 Bankstream，一家提供银

您可以扣除与业务相关的运输，

在一个地方，以便企业可以专注

行和会计师之间直接联系、及其

以最大限度地减免您的税款。 简

于业务，而无需操作和手动账户

客户的数据的公司。 Intuit 计划

易收据附件：您可以使用手机的

对 账 。 WePay 通 过 商 业 平 台

将直接银行业务“Feed”整合到

相机在收到收据后立即拍照，并

FreshBooks 和 Infusionsoft 推出

QuickBooks 中，为客户的银行帐

将其附加到商业交易中。

了新的解决方案。

易结束时，不必有那么多的单据
需要被打印出来”。
接下来，在 10 月份，Intuit

户和快速书籍提供更可靠的连接
和自动更新。 整合将很快到来，
用户可以免费获得银行资讯。
[63]在此之前，客户可以继续使
用标准的银行汇款，通过网上银
行安全凭证将其连接到几乎所有
的英国银行和信用卡供应商。

最后，Intuit 宣布已经开放了

此外，在夏季，我们注意到

其平台，允许开发人员与其受欢

WePay 进入英国市场，以超越美

迎的 TurboTax Online 服务建立

国和加拿大的精力，重点关注

联系。 第一个与 Intuit 合作的是

FundRazr 等 资 金 提 供 商 以 及

在线贷方 Earnest。 通过这个新

Infusionsoft 等业务解决方案。

计划，开发商可以建立服务，使

[67 我们现在必须同意这一点，英

2800 万人使用税务软件。 Intuit

国特别有利于利用这一平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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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 WePay 在这种情况
下的表现（下图）。
据“Inc.”杂志报道，最近，
WePay 在一份美国发展最快的

2Checkout

500 个公司中出现，这一排名已
连 续 统 计 了 35 年 。 它 列 出
WePay 在其中排名第 221 名。为

2Checkout 是位于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的另一个已经上市的网

了概括说明，2016 的 500 强公司
是一个有名望的国家最成功的私
人公司名单，已成为创业成功的
标志。 在列表中，WePay 是精英
集团中高增长获奖者的一部分，

第二个合作伙伴关系是使用

其中包括微软，Zillow，LinkedIn

Selz 电子商务软件销售电子书，

和潘多拉等行业翘楚。

照片，博客主题，软件等数字内
容。 Selz 选择 2Checkout 作为其
关，已有 15 年的时间。 该公司

最新的付款合作伙伴，因为

的主要卖点之一是能够在全球接

2Checkout 平台提供了 211 个市

受信用卡，借记卡和 PayPal。 这

场，15 种语言和 8 种付款方式的

是真的，公司接受来自 196 个国

广泛覆盖，包括一个商家帐户中

家的付款。 今年值得注意的是两

的集成 PayPal 和 AMEX 选项。

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使 Selz 的客户

第一个是 VirtueMart，一个
开源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作为
Mambo 或 Joomla 的扩展！ 为

能够在一个简单，轻松的整合中
合适的选择当地支付方式[69]货
币和语言的全球化。

内容管理系统（CMS）。 现在，

第三，它与 J2Store 合作，该

一旦商家下载了新的 VirtueMart

公司为商家提供了几分钟内创建

3 扩展，他们就可以选择

网上商店的工具，并提供全面的

2Checkout 作为他们的付款提供

资源来管理和发展业务。 这种合

商，并按照一些简单的步骤来设

作伙伴关系允许客户还可以访问

置一个完全集成的解决方案。

集成支付解决方案，使商家能够

[68]

根据当地货币（70）支付方式和
语言来定制客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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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平台和大企业的合作正

然而，他们可以通过使用众

在蓬勃发展。 亚马逊已经开通

筹平台，使流程自动化，使其更

了一个销售商品的平台，由众筹

接近市场，更加透明和高效。 印

资源公司专门负责。 Indiegogo

度尼西亚和以色列 iAngels 正在

与通用电气，Harman

实施这样一个项目。 桑坦德银行

Industries，Hasbro 和 Shock

与 CrowdFunder 平台合作，为初

Top 合作。 现在，科技巨头可

创公司提供 50％的融资，以及 50％

以以更互动的方式尝试新的服务

的人才。

的平台处理交易。
最后，Indiegogo 的联合创始
人 Slava Rubin 已经退出了他担
任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并将被现
任首席运营官 Dave Mandelbrot
所取代。 Rubin 现在正在大众化
的大厂担任首席商务官的新角色。
公司自成立以来，共举办超过 60

和技术，吸引更多的创新型客

万次的大型活动，拥有约 100 名

户。 大众平台依次获得新客

员工。

户。
成熟的公司正在围绕自身建
立互补的生态系统。 Indiegogo
已经推出了股权激励，Tilt 已经进
入了网上汇款，KickStarter 已经
签约了一位艺术家和音乐家，大
力发起启动 Drip。

Indiegogo（美国）
Indiegogo 是我们看到的最
有趣的众筹平台之一。 它开始于
2016 年，一个非常特别的，令人
期待的、全新的“企业众筹”。

市场整合似乎是这样丰富的

Indiegogo 开始与通用电气，哈曼

参与者的共同作用产生的合理后

国际工业，Hasbro 和 Shock Top

果，尽管尚未完全展现。 此外，

合作。 为此，新的焦点应被视为，

更多的公司使用自己的平台筹集

Indiegogo 是否能够通过观众的

资金（CrowdCube 从 30 万用户

反应来衡量消费者是否有兴趣。

筹集了 800 万英镑）或使用 IPO

通用电气可以创建一个预购广告

（作为在 ASX 上市的 CoAssets）。

系列，看看人们是否真的想要这

众筹在各地如何扩大业务尚
不清楚。 除了 KickStarter（最近
在香港和新加坡推出，现在在 18
个国家开展业务）外，现在已经
有了全球扩张的例子。
许多国家正在努力支持和加
快启动其生态系统（包括金融技
术）的发展。 例如，新加坡，马
来西亚，香港，韩国，日本为初
创公司提供不同的拨款和共同投
资计划。

些新产品。 潜在地，来自大公司
的这些新的运动可能比新公司的
运动更成功。

这意味着

Indiegogo 的收入将会增加。 [1]
此外，还有趣的是，它独立
自主进入“股权聚集”平台，这
是一个旨在为小规模投资者提供
他们所拥有的公司的股权的平台。
该平台于 2016 年 11 月推出，是
与 MicroVentures 合作的结果。
投资机会列在两家公司的网站上，
尽管 Micro-Ventures 将通过自己

Kickstarter（美国）
今年 3 月，Kickstarter 首次
收购了 Drip 服务，让音乐艺术家
与粉丝们进行新的工作和预览，
同时从平台中获取收益。 Drip 由
五 年 前 由 Ghostly 国 际 创 始 人
Sam Valenti IV 和合伙人 Miguel
Senquiz 发起，拥有许多当今最受
尊重和创意的独立标签如：从多
米尼加共和国记录，Fool’s Gold
和 Ghostly International 到 Dones，
和 Sub Pop。 [3]
在 2016 年中期，Kickstarted
也完成了一个坚实的壮举，当时
帮助超过一百一十万个项目落地，
帮助用户花费了更多的 2.5 亿美
元的支持服务。这也导致了在香
港和新加坡开设的 Kickstarter 的
扩张。尽管事实上，它已经在 18
个国家落地，包括澳大利亚，这
次是亚洲第一批国家。 [4]
最后提到，除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之外，Kickstarter 终于推
出 了 Kickstarter Live ， 这 是 在
Huzza 的帮助下做出的一个流行
功能。 [5]与 Facebook Live 这样
的平台类似，观众可以提问主持
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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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ickstartery 功能，例如，如果

其 80 多个借款人提供了超过 3.5

他们在谈话中感到被迫，有权做

亿美元的循环信贷，其平均信贷

选择奖励和退款的能力。

额度为 100 万美元。约有 150 家
认可的零售和机构投资者组成了
P2Bi 的主体，并帮助公司向其借
款人提供特有的信用额度。 P2Bi

GofundMe（美国）
GoFundMe 是目前最成功的
众筹平台之一，最近价值达到 6
亿美元，旨在微观尺度帮助小群
人筹集资金，实现具体目标。 今

群的繁荣发展正在继续，而这一

今年的收入预计为 820 万美元，

普及使得新客户受到威胁。这些

2017 年 将 达 到 正 的 现 金 流

客户当众筹建项目失败时，显然

量.P2Bi 旨在在 2017 财年结束时，

会感到不安，并且正在积极地尝

即 3 月底为 112 个新借款人提供

试在发生现金时重新获得现金。

资金。 [9]

第二，它表明贝宝不想处理

P2Bi 类似于一家以债务为主

GoFundMe 现在已经通过了平台

与购买或支付政府机构相关风险

的替代放款人或保理公司，但其

上募集资金的 30 亿美元，这个数

相似的众筹风险，
“赌博，游戏和

模式植根于效率和风险联合，从

字本身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

/或任何其他具有报名费和奖励

而有助于借款人和投资者重点帮

是当考虑到在 5 月份宣布只通过

的活动” ，“另外两种情况下，

助企业规模。像传统的保理公司

20 亿美元，便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付款保护将不可用。简而言之，

一样，P2Bi 在对申请人进行包销

回归众筹项目会更受欢迎，也更

审查和批准信用后，向借款人公

危险。 [8]

司提供了一系列信贷担保，如应

年它也跨越了一个坚实的里程碑，

有趣的是，GoFundMe 正在
不断增加资金总额，而用户群却

收账款或存货等资产。

没有显着增加。 该公司报告说，
它有 2500 万捐赠者使用其平台，
与 5 月发布的数字相同。 这似乎
意味着重复使用，以及其用户群
体的更大的捐赠。 [6]
今年我们也听说贝宝有兴趣
购买 GoFundMe 的消息。 尽管
如此，GoFundMe 和 PayPal 都表
示，他们的公司不会对谣言或猜
测发表评论; 我们联系的几个投
资者和其他人也拒绝置评。 我们
相信，对话正在高层中进行。

P2B 投资者（美国）
风险投资达到两年来的最低
点，更多的企业家正在寻找发展
业务的方式，同时利用优质债务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P2BInvestor
（P2BI）是一家通过大众化模式
为增长型企业提供债务资本的市
场贷款人，在 11 月份宣布，由
Rockies Venture Club（RVC）和
其他公司领导的 A1 系列融资募

HoneyFund（美国）
引起我们关注的另一家新公
司是 HoneyFund。许多人认为我

Paypal（美国）

们是生活在一个关于经历而非物
质的时代。这个哲学的坚定用户

今年的 PayPal 已经改变了其

是 Honeyfund - 一 家 新 的

购买保护规则，以反映与众筹相

Honeyfund 应用程序它可以帮助

关的风险增加。新规则将于六月

新婚夫妇好好度过蜜月而不是将

份生效，
“付款平台”将不再符合
采购保护条件。
这一举措反映了两个有趣的
趋势。首先，它表明国民新兴人

钱投在房子和为了满足生存的基
集了 7.7 亿美元。
自 2014 年 5 月以来，P2Bi 为

本需求上。
该公司自己已经停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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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个双重的庆祝活动：在

并且建立一个 同行之间的付款

受众是通过他们的艺术生活的利

自己的蜜月期里，将程序发布和

目的地 和-一个关于付款的社交

基创造者。

公司 10 周年的纪念日结合在一

网络。Tilt 中存在一对一付款产品

起。 Honeyfund 在 2006 年首次

的想法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并且

推出时，该公司的创始人 Sara＆

从未实现。 [12]但事实证明，像

Josh Margulis 发现自己的婚礼嘉

英国这样的国际用户基本上是灵

宾极力赞成体验和回忆，而不是

活运用应用程序，以便基本上实

小饰品，家居用品和物品。他们

现一对一付款。在英国，几乎将

设立了一个简单的页面，使他们

近四分之一的 Tilt 的支付活动室

的婚礼客人帮助实现在斐济度过

一对一的，尽管这些支付活动还

梦想的蜜月，随后决定将这个想

没有产生相应的收入。

法变成一家公司。

Crowdcube（英国）
Crowdcube 今年是罕见的受
青睐企业，从自己的众筹运动中
获得了 800 万英镑的投资。这是
英特尔平台上最大的股票，股票
价值大举升幅的两倍以上，而在
Crowdcube 上 ， 去 年 六 月 份 的
goHenry 则为四百万英镑。长期
风 险 投 资 支 持 者 Balderton

Crowfunder（美国）

帕特雷（美国）

今年十月，我们注意到了一

帕特雷是另一个为艺术家设

种非常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当

立 的 众 筹 站 点 ， 今 年 由 Thrive

时桑坦德已经与众筹建设的平台

Capital 率领的一系列 3000 万美

搭配了一个计划，以实现对社会

元的 B 系列资金，帮助雇佣更多

企业和社区项目的承诺。

的人来制作这些“东西”。Conte

桑坦德公司向社会企业，小
型慈善机构和社区团体提供
£200.000 盎司的资金规模，用于
在 Crowdfunder 网站上推广项目。
希望筹集高达 20,000 英镑的项目
帮助英国处境不利者，专注于技
能，知识和创新的项目的培训，

和 Patreon 联合创始人 Sam Yam
在 2003 年开发了网站作为一种
支持艺术家追求体面生活的方式，
同时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该创业
公司已经发展到近 50 人，主要是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 SOMA 仓库空
间工作。 [13]

Capital 在最近一轮投资了 100 万
英镑，Fintech 公司获得的第三次
投资。
这是 Crowdcube 第四次从
人群中筹集资金，现在已经有近
30 万人了。这一次，该公司发布
了一份招股说明书，使其能够提
高超过目前欧盟规则设定的 500
万欧元的限额。在短短四个小时
内就达到了 500 万英镑的目标，
圆满完成了八百万英镑。这一轮
的平均投资是 1,824 英镑，最大
的是 100 万英镑，来自私人投资
者。 82％的投资者重新回归，之

如果得到其他 50％的人群支持，

像 YouTube 这样的更大的参

前 ， 这 些 人 支 持 公 司 在

他们将获得桑坦德资助的 50％。

与者现在正在利用类似的想法。

Crowdcube 聚集。平均投资者组

[11]

YouTube 内容权利持有者收入分

合持有 7 家公司的股份，价值为

成规定，可能会帮助 YouTube

5,871 英镑。 [14]

Red 吸引 Patreon 的核心用户，
而这正是后者通过创造性的方式
谋生的希望。然而，Conte 认为，
Tilt（美国）
今年的 Tilt 大幅上升到一对
一的支付。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行
的举动：围绕众筹建设的服务正

Youtube 对 Patreon 提供的免费
服务，只会加强他在平台上未来
发展的潜力。
该服务现在有超过 20,000 人

在以一对一的付款方式进行，这

使用，包括音乐家阿曼达·帕尔默，

可能是美国最为拥挤的地区之一。

在 2014 年，该公司筹集了 1500

Tilt 希望使其服务更加粘稠，

万美元的资金，该资金由 Index
Ventures 牵头。 Patreon 的目标

Show4me（英国）
Show4me 是一家引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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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创业公司，它将目前众所

今年，在西班牙的第二轮竞

该公司还将寻求扩大业务趋

周知的的“众筹原理”应用到了

选活动中，它已经从 135 名投资

于，计划建立一个全球债务基金

音乐会推广领域，这个想法并不

者那里获得了 307,900 欧元的贷

（

难。一般情况下，音乐会主办方

款。这之前，该基金在 2015 年 9

opportunities fund），投资于当前

先支付预付金来预约场地和时间，

月的第一次投资计划里，从 48 名

业务之外的债务（亚太地区的

然后再设定营销流程。在很多情

个人投资者中筹集了 154,000 欧

100 万新元和 500 万新台币之外）。

况下，这是一个高风险的业务。

元。今年的这次活动总共有 135

主办方通常期望能有足够多的观

位私人投资者参加，筹资金额占

众，来填补场地以及其他费用，

到了公司总资产的 10.24％。最大

并赚取利润。

的投资是 76,000 欧元，来自某私
人专业投资者。

价设定过高，销售收入可能将不

debt

Ethis Crowd (新加坡)
Ethis Crowd 是世界上第一
个面向伊斯兰国家的不动产众筹

获得西班牙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平台，由 Azmi Global 领导，目前

（CNMV）正式营业执照的网络

该平台已收到了包括 50 万新元

平台。授权过程是所有“合作金

（362,563 美元）的现金和其他实

融平台”的要求，需要验证是否

物在内的种子轮融资。

年 4 月 27 日），以促进企业融资。

所选择的音乐会场地过大，或票

global

此外，该公司是今年第一个

遵守 2015 年 5 月的法律（2015

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如果

wholesale

实际上，它将任何授权的融资平
台与银行，同等地作为完全监管
和的信贷机构。

Azmi Global 是马来西亚律
师事务所 Azmi＆Associate 的子
公司，专注于伊斯兰国家的金融
业务。Ethis 从 2014 年初较小的
产品网站（S $ 200）成功发展为

能覆盖场地租借成本，主办方将

了一个出色的、面向伊斯兰国家

承受损失。这不仅使得主办方亏

的众筹平台。目前公司正专注于

本，过多空座也会音乐家造成不

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商

好的影响。所以 Show4Me 采用

提供过渡性融资众筹。

了这样的方式：主办方建议乐队

Ethis 在过去两年稳步增长，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初期）

目前拥有近 10,000 名会员。仅今

在特定场地表演，然后再邀请足

年一年，Ethis-Crowd 就在印度尼

够的粉丝以确保票价收入。当达
到一定的承诺水平时，主办方就
可以开始正式预订时间和场地了。
随着场地费用的支付，下半场的
活动将为主办方带来盈利。

CoAssets (新加坡)

西亚的补贴性住房开发项目中投
入了 100 万新加坡元。来自新加

CoAssets 是新加坡的众筹平

坡的 Ethis crowdfunds 由 MAS 的

台。 它与著名的 Kickstarter 非常

“监管沙盒”方法推动。它有近

相似，尽管它不处理投资者的资

60％的投资来自新加坡，中东的

金或存款，并且更多地作为主要

投资比例越来越大。

的 （ generation site ）。 今 年 ，
CoAssets 成为上市的众筹平台之
ECrowd（西班牙）

一。2016 年 9 月它正式宣布上市，
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限公

ECrowd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

司筹集了 672 万新元（约合 495

债务融资平台，它帮助那些对社

万美元）。过去一年，CoAssets 从

会或环境有积极影响的、可盈利

私募和上市融资的方式获得了超

的项目融资。

过 977 万澳元（74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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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而工作的社区。与普通的众

我们还注意到，作为 2016 年

筹平台不同，它不会收取广告费

初推出的更广泛电子商务规划的

用，并允许参与者保留他们筹到

一部分，2016 年印度尼西亚政府

的所有资金，即使没有达到他们

与印度尼西亚大学（UI）建立了一

的目标。然而，它向提供方收取

个众筹平台，为那些初创公司提

小额的处理费来支持这些业务，

供资金。

Duocaitou（中国）
Duocaitou 是另一家致力于
精品酒店和房屋租赁的中国不动
产众筹平台，目前公司已经完成
了 Pre-A 融资，从 Capital、英诺
天使、顺为资本三家风险投资公
司获得相应资金。
Duocaitou 的 CEO 赵耕乾向
中国旅游新闻表示，北京市基础
上的众筹项目已经产生了 1 个亿
（100 Million 101 - 500），平台
上所有项目的资金总额近 10 亿

并将其捐赠给 Chuffed 平台（这
是可选的）。

虽然印度尼西亚拥有东南亚
最多的创业公司，但它们在资金

元。他指出，融资资金将用于建

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差距。为了解

立综合的旅游住宿网络，为投资

决 这 个 问 题 ， Joko ‘ Jokowi’

者提供相应产品。

Widodo 总统颁发了第十四个经
济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关于电子
商务规划的总统令。众筹是在路
线图中提出的六个解决方案之一，
此外还有 APP 开发人员的微型信

Chuffed（澳大利亚）

一些更大的慈善机构总是存

Chuffed 是一家澳大利亚非

在着一些污名，人们对他们的钱

营利性社会企业聚集平台，已募

到底去了哪以及是否真正帮助到

集 到 来 自 Blackbird Ventures，

需要建设家庭的人有所担忧。

Bevan

Clark

和

Telstra

司的种子资本 。不动产众筹投资
正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除了一

RealtyShares,

Blackbird Ventures 和 Startmate
的联合创始人 Niki Scevak 将加入
到 Chuffed 的董事会中。

时起，平台建立起了一个为社会

（USO），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公

新 的 “ 玩 家 ”， 如 美 国 的

子资金。作为出资方中的一员，

非营利性和社会企业项目，从那

于中小电子企业的扶助资助

些知名的平台（如 RealtyMogul），

Foundation 的近 110 万美元的种

Chuffed 首次在 2013 年推出

贷计划、企业孵化器资金、服务

马 来 西 亚 的

EthisCrowd

(Islamic

banking-

compliant)

以 及 中 国 的

Dvocaitou 也已经加入到这场“游
Indonesia ’ s ministry of

戏”中。

cooperatives and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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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之间的众筹平台亦值

大略省证券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

并且每季度平均增长两位数。公

得我们注意。它们为投资者提供

系。该合作伙伴关系使得安大略

司在今年的发展中有两件重要事

了一些 pre-IPO 合约以及相对于

省的经认可的投资者可以参加到

件值得注意：

主板股票较小的科技股交易。例

AngelList 平台的投资中，但仅包

如由于 SyndicateRoom 与 LSE

括总部设在加拿大或在加拿大有

的合作伙伴关系，大量本地创业

重要业务的初创公司。

公司除倾向于在新加坡上市，在
澳洲上市的亚洲企业也呈现逐渐
增多的趋势。

在印度，该公司已经提供一
些招募服务，现在正在努力获得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批准
其推出新联合组织的许可。

AngelList (股权众筹)：

助，成为第一批获得全面资本市

称为“共和国”分支业务，这是

场服务（CMS）许可证的平台。

一个 Title III/ Reg CF（众筹合作

关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众筹

法规），并允许任何人直接投资

的平台，还是一个包含创业公司

（不是通过 AngelList 联合组织

和投资者的目录，他们利用联合

的方式） 。

的混合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主要投资者选择有希望的投资作
为其角色的一部分。自 2010 年推
出以来，AngelList 通过其平台在
超 过 1000 家 公 司 投 资 了 超 过
4.25 亿美元。在 2015 年，该公司
为 441 家创业公司筹集了 1.63 亿

众筹平台，并获得了一轮资金资

第二，AngelList 推出了一个

AngelList 之所以受到大家的

组织的方式产生了一个类似 VC

1、它已经在马来西亚推出了

2、2016 年 1 月份，它在马
来西亚正式启动了其股权众筹平
台。该平台成为继 Crowdo 之后
又一个被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

第三，该公司收购了 Product

（SC）认证的市场运营商（Equity

Hunt，这是一个包含科技 APP、

Crowdfunding Platform），股权众

产品和创业公司发现与交流的、

筹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参与者的浓

广受欢迎的网站。该协议为

厚兴趣。

AngelList 现有的社区，投资者和
初创公司目录以及招聘工具提供
了强大的协同促进作用。

最后，最重要的是，Crowdo
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获
得了全面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

美元，并提供了 46％的内部收益

并将之用于证券大众化，它将在

率（IRR）。

7 月份将开展相应的 P2P 借贷和
Crowdo (股权众筹)

股权众筹业务，这使得 Crowdo
成为可以在东南亚地区第一个，
也是唯一可以开展 P2P 业务的区
域运营商。

CrowdPlus (股权众筹)
马来西亚第一个股权众筹
（ ECF ） 平 台 运 营 商
CrowdPlus.asia 今年在发布了一
个名为 Curren $ eek 的 locationbased currency comparison 的
2016 年，AngelList 一直保持

创建于以色列的 Crowdo 是

APP。Curren $ eek 的目标是在 60

着增长的态势。首先，它将把业

东南亚最大的众筹平台之一，也

天 内 募 集 30 万 马 来 西 亚 元

务扩大到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

是目前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网络社

（69,320 美元）至 50 万马来西

和印度。在加拿大，它已经与安

区。该平台拥有近 20,000 名会员，

亚元（115,530 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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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Plus 在 1 月份的时候

最 后 ， 在 10 月 下 旬 ，

到的投资者需求和资金的确定性。

表示，它希望在 2016 年将寻求

RealtyShares 开始在其房地产众

此外，这家公司还是值得注意的

10 到 15 个 ECF 交易，但是我们

筹平台上提供先行融资交易。为

是 ， 在 今 年 的 Growth Investor

只看到 7 了个项目中仅 1 个生效。

此，该公司在一个月前已经收到

Awards 中，它被评为“最佳投资

在 CrowdPlus.asia 的平台上，上

了 3000 万美元的信贷额度。该网

平台”。

市表示，Curren $ eek 在 ECF 筹

站透露，这些交易将对投资者有

资中的股本的 9.09％和 14.29％

利，因为它们减少了策划交易的

之间发行

时间。

RealtyShares (股权众筹)
RealtyShares 是 一 个 面 向
500 家位于旧金山地区创业公司

SyndicateRoom Ltd. (股权众
筹)

的房地产投资市场。RealtyShares

伦敦证券交易所将发展其众

通过将投资者与房地产开发项目

筹平台，为英国的小型投资者提

联系在一起盈利，具体方式为收

供首次公开募股交易，而这个市

取项目中公司债务和股本的成本

场原来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和富

FundedHere 是 ECM 中最有

佣金（2.5％至 3％），以及 1％至

有个人。3 月份，Syndicate Room

前途的公司之一，该公司今年取

2％的管理费用。

Ltd.成为交易所的成员，允许创业

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获得新加坡

公司的客户投资 IPO 和私募股权。

监管当局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

通过 IPO，Syndicate Room 将允

该公司面向东南亚和大中华地区

许投资者将数百美元的金额通过

创业公司，是一家以股权投资为

其网站上市。

基础的大众化融资平台。根据新

只有经过认证的房地产投资
者，该网站才会提供固定及短期
贷款、优先股、合资股权和商业
贷款等。
2016 年二月，该公司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千万美
元的融资，该公司还为其资助平
台赚取了另外的 2000 万美元。该
公司表示，它将是美国最大的房
地产投资平台之一。
4 月份，RealtyShares 推出了
专注于大型投资者的股权基金。
该公司称，股权基金主要针对机
构、家族财富管理公司和大亨们
设立，有助于扩展小型房地产项
目独有的“阿尔法”策略。

5 月底，该公司从一些重要
的天使投资者那里筹集到了 310
万英镑（450 万美元）的 A 轮融
资 。 这 轮 由 Abcam 创 始 人
Jonathan Milner 领头。Unicorn

FundedHere (股权众筹)

加坡法律，个人信用投资者（AI）
必须至少拥有 200 万新元的个人
净资产（不包括拥有住宅或年收
入高于 30 万新元（20 万美元）
的个人）。

AIM VCT 是本轮最大的投资者，

另一个巨大的进步来自于 2

为公司的未来投下了 140 万美元

月份近 174 万新加坡元（129 万

的投注。

美元）种子资本的注入，其资金

11 月，SyndicateRoom 宣布
推出其新产品“WatchList”，该网
站将为在线投资平台的用户提供
以上市公司的优惠价格投资的机
会。该产品希望为每个公司提供

来源于三类高净值个人投资者
（HNIS）-包括新加坡主板上市
公司的大股东投资的部分。融资
资本将有利于公司管理和营销的
提升，并建立一个合格的“投资
者池”。

此外，9 月份，该公司宣布从

一个洞察力，这些公司被

全国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投资

Watcher 认可，该 Watcher 被描

与其竞争对手相似，7 月

者人群中筹集到了超过 2 亿美元

述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

FundedHere 宣布将为新交所上

的资金。而在二月份，这个数字

他们对他们所支持的业务有着深

市公司敞开大门，帮助它们在 9

只有 130 万美元。

刻的了解。在 WatchList 上的每家

月份之前募集价值 500 万新元

公司现在都能够获得以前不能得

（约合 370 万美元）的短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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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通过上市公司债券筹集资金

OurCrowd 是 一 个 拥 有

的 SGX 主板或 Catalist（二级董

15,000 名投资者，对美国和以色

事会）的上市公司不需要发行。

列的创业公司进行权益众筹的平

有意通过债券筹集资金的 SGX 主

台。2016 年 9 月，该平台筹集到

板或 Catalist 二板上市公司将不

了 7200 万美元的 C 轮融资。其

需要发行计划。这些公司必须由

中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OB） 是

新加坡公民拥有，公司净有形资

其战略投资者。该银行曾在 3 月

产需为正，且不得在新加坡交易

份在该公司投入 1000 万美元。

所上市。债券也必须由一家担保

FundedByMe(股权众筹)

人提供保证， FundedHere 正与
一家保险代理机构进行谈判并担
任代理人。

国 际 投 资 众 筹 平 台
FundedByMe 于 2011 年成立，迅
速成为马来西亚批准的六大股权
运营商之一。在本轮融资之前，
它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融资，首
次是在 2012 年，成功筹集了 440

Crowdfunder (股权众筹)

万瑞典克朗；2014 年 3 月，它又

四月份，Crowdfunder 宣布

筹集到了 640 万瑞典克朗。

推出世界上第一个 VC“指数基
金”，它可以使小型投资者参与到
更大的交易活动中，同时能够分
散投资风险。该基金计划可投资
300 个早期交易项目。 Crowdfunder

首

席

执

行

官

ChanceBarnett 说：“我们创造了
下一代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该
“指数基金”的最低投资额为
100,000 美元。巴内特告诉我们，
他们的大部分投资预计将在 10
万至 50 万美元之间。
6 月底，向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提交的新申请显示将会有更
多的资金加入，数额可能将达到
1

亿 美 元 。 据 报 道 ，

CrowdfunderVC 指数基金的第一
轮出售将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
生，虽然 Crowdfunder 目前还没
有发布关于新基金的任何新信息，
但他们的常见问题（FAQs）表明，
他们目前每月正投资 15 家创业

此外，在五月份，它在自己
的平台上再次筹集到了一百五十
万欧元。此该公司已向 376 名投
资者出售了 6.2％的公司股份。此

OurCrowd 现在被公认为是

外，公司还获得了 FSA 的贷款许

股权众筹行业的主要力量，其投

可证。只有经营 18 个月以上、且

资额超过 3.2 亿美元，来自约

至少达到 15 万瑞典克朗营业额

16,000 多名认证投资者，其投资

的有限责任公司才可以申请

组合为 100 家公司和 5 家不同的

FundedByMe 的贷款。贷款利率

基 金 。 该 公 司 在 “ Geek time

由 FundedByMeand 决 定 ， 为

Investors Index”中排名第二。

625-13.33％，最低金额为 50 欧
元。

在公关和营销活动方面，公
司计划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在耶

最后， FundedByMe 是六家

路 撒 冷 再 次 举 办 著 名 的

已获得马来西亚“peer to peer”

OurCrowd 全球投资者峰会。 预

平台运营许可证的公司之一。

计来自全球科技投资社区的

FundedByMe 马来西亚首席执行

5000 人将参加，超过 100 家初创

官 丹 尼 尔 · 戈 特 费 特 （ Daniel

公司也将有机会参与其中。

Goettfert）表示，现在他们有两个
许可证，一个是“peer to peer”
融资平台许可，另一个是股权众
筹许可。

最后，OurCrowd 宣布了其扩
张计划，并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
建立了数额高达 5000 万美元的
健康风投基金 OurCrowd Qure。

公司。显然，下一个基金的规模
将会更大。
OurCrowd (股权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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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增长，正成为第一个规范
行业和引进许可证的国家
（ Crowdo ， CrowdPlus ，
Wunder

Capital

(Equity

crowdfunding)

iAngels
iAngels Crowd 有限公司，由

良好的投资带来对社会和环

Mor Assia 和 Shelly Hod Moyal 创

境的正效应：这是 Wunder 推动

立的投资网络，两名熟悉以色列

太阳能屋顶建设融资的原则。通

环境和国际业务经验的女性商人，

过第二轮融资， Wunder 似乎离

她们将以色列创业公司与众多知

实现这一目标更进了一步，

名以色列投资者联合起来。该公

Techstars Ventures ， Fenway

司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一轮的来

Summer Ventures，FinTech 以及

自 Thorney 投资集团和现有投资

其他种子基金投资者已向

者组成的一个 1400 万美元的 B
系列融资。

FundedByMe）。 新加坡正在密
切注意这些投资 ，如 Crowdo 和
OurCrowd。
• 一 些 平 台 （ 如
FundingSocieties，MoolahSense，
CapitalMatch 和 NewUnion）正在
努力与大型银行（DBS）合作，向
银行的客户提供贷款，并在其扩
大贷款后出售贷款。
•Lendix 和 Loanzen（吸引了
供应商中的中小企业作为合作伙
伴）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展
示了非常有趣的成就（通过收购
竞争对手，并将扩大到意大利）。

Lendix（法国）
Wunder 投入了 360 万美元，
Wunder 对此很有信心。
Wunder 为投资者提供参与
两 个 太 阳 能 基 金 ， Wunder
Income Fund 和 Wunder Bridge
Fund， 可 接 受 的 最 低 投 资 额 为
1,000 美元，分别为 120 个月/6％
的回报和 24 个月 11％的回报。

iAngels 对创业公司进行数
据驱动的尽职调查 - 天使投资
者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
们缺乏资源，或者创始人用所谓
的直觉进行投资，并建立与投资
者的关系。另一个目标是帮助创
业公司扩展到以色列之外从而进
入国际市场，如果他们想要继续
增长，他们就必须这样做。[32]
关键方法：
•与众筹增长的平台相似，在
其服务中加入社会融资，P2B 和

Lendix 是市场贷款领域最成
功的公司之一。在这一领域，法
国市场在春季[1]和 4 月下旬，有
超 过 74 家 正 式 注 册 的 公 司 ，
Lendix 在 4 月份收购了 Finsquare
的竞争对手，成为法国中小企业
市场贷款的第 1 名。 [2]
这次法国市场整合肯定不是
最后一次。这次收购说明了在法
国市场上大众化融资和替代融资
方面的新趋势和问题。例如，它
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供给
方面，聚众众酬太拥挤了。

SME-在线贷款之间的差距变得
越来越模糊。
•马来西亚已呈现了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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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收 购 Finsquare 之 后 ，

和 AG2R La Mondiale 。[6]

系统，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开展

Lendix 追求成为欧洲领先的 p2p

业务。为此，在 4 月份，Loanzen

贷款平台之一，Lendix 从 CNP 担

与 Treebo 酒店联合，为后者的酒

保，Matmut，Zencap AM 和现有

店合作伙伴提供信贷支持。它使

投 资 者 Partech Ventures ，

用 Treebo 维护的数据来评估酒

DecauxFr è resInvestissements ，
Sycomore Factory

和

Weber

Investissement 处筹集了 13.5 亿
美元（约合 1200 万欧元） 。其
中一些投资者也承诺在平台上投
资 22.5 美元（2000 万欧元）。 [3]
考虑到可以提供短期贷款，它计
划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可持
续扩张到其他欧洲国家。
谈到他们今年的牵引力，该
平台已经管理了 2000 万欧元的
中期业务贷款。平均贷款额度为
250,000 欧元。所有通过平台的贷
款申请都由 Lendix 信贷分析小组
进行分析。公司每年至少产出 40
万欧元的营业额。非认证的私人

Loanzen（印度）
位 于 班 加 罗 尔 的 平 台
Loanzen 是另一家同业借贷创业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为企业提

店经营者的信用。 Treebo 的合
作伙伴酒店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合
作关系获得快速，无担保的贷款。
[8]

供最长 120 天的短期贷款。这些

最 后 ， 7 月 ， Loanzen 与

贷款主要集中在私人公司或非银

Instamojo 合作，在 Instamojo 的

行金融公司。根据世行对印度储

平台上列出了其服务，通过提供

备银行数据的研究，印度无担保

折扣价或奖金来吸引客户，使用

短期贷款的市场规模为 1200 亿

Instamojo 的信用计费系统收取

美元，其中小型企业超过 2600 万。

订阅费用，并访问卖家和商家数

借款人和贷款人与 Loanzen

据进行评估业务风险。 [9]

进行三方托管协议，该协议可在
市场上运作。Loanzen 在 2016 年
2 月通过 TracxnSyndicate 公布了
截至 2015 年底 Tracxn Labs 以及

Funding Societies（新加坡）

天使投资者未公开的种子资金。

2016 年预计对东南亚中小

[7] Loanzen 使用技术，根据信用

企业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

记录，账户，现金流量和凭证快

年，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

速给申请人进行信用评分。这样，

定性日益增加。据新加坡商业联

借款人就可以毫不拖延地找到合

合会和 DP 信息集团去年的研究

适的贷款人。贷款利率每月从 0.8％

显示，新加坡有 3600 家中小企业

Lendix 收到了自己正式的 CNMV

到 2％，这取决于合格的借款人

表示，他们对 2015 年 9 月至 2016

认证，成为西班牙的 P2P 借贷平

的信用评分。 Loanzen 的上市费

年 3 月期间获得资金的信心不足。

台。 [5]根据 P2P-Banking.com，

用为贷款的 1％。

有证据表明，Visa 和德勤去年四

投资者每个项目可以贷出最多
3,000 欧 元 ， 最 高 年 度 总 额 为
10,000 欧元。认证的私人投资者
和机构投资者都没有限制。 [4]
同样重要的是，在 7 月份的

西班牙实体将是第一个开放的

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0％

Lendix 国际市场，面向中小企业

新加坡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

融资，金额范围从 30,000 欧元到

款融资。共和国有 37％的中小企

2,000,000 欧元。

业欠逾 30 天的付款，最重要的原
因是资金不足。这个挑战导致了

此外，法国股市监管机构也

同行推广（P2P）贷款平台/网站

对 Lendix 采取行动，利用 ELTIF

的 出 现 。 Funding Societies 于

（针对零售和专业投资者的新品

2015 年在新加坡成立，为零售和

牌，旨在刺激整个欧盟的跨境非

机构投资者和中小型企业提供在

银行投资）。该基金规模介于五千

线同行商业贷款平台，需要的资

至七千五百万欧元之间，并由几
个较大的机构投资者支持，包括
CNP 保证金，Zencap AM（OFI 集
团）和埃菲尔投资集团管理的基
金“Prêtons 合集”，Aviva France

金上限为 20 万新西兰元，为期
另一个有趣的一点是，

24 个月，且无抵押品。这些中小

Loanzen 正在让其合作伙伴建立

企业可以与 Funding Societies 建

一个强大的外部服务提供商生态

立信贷记录，最终从银行获得贷
99

款。申请流程可以在几分钟内安

杉印度与 Alpha JWC Ventures 和

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与内部发展

全地进行。 [10]

其他投资者参与。 [13]

相关，而且与整个行业相关，因
为其成为首家上市公司，筹集到
了 100 万美元。在不到 48 小时
的时间里，它获得了价值 1 亿美
元的苹果产品经销商史密斯私人
有限公司的投资，这是加泰罗尼
亚名列 Epicentre 控股的一个单
位。 [15]
2016 年 11 月，MoolahSense
已经从 MAS 获得了完整的 CMS
许可证。 [16] MoolahSense 报告
说，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市场借
贷平台被授予完整许可证”。该许
可证现在允许 MoolahSense 为包

最重要的是，11 月份，公司
在新的合作伙伴计划方面，
4 月份，Funding Societies（以及
其竞争对手 MoolahSense）与新
加坡开发银行签署了交叉转介协
议。在合作伙伴关系下，星展集
团 向

Funding

Societies

和

MoolahSense 推荐一些他们无法
提供贷款的小企业。作为回报，
这些平台将已经完成两轮成功投
资的借款人推荐给星展银行，用
于大型商业贷款和其他金融解决
方案，如现金管理。

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处，以原则
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CMS）的

括零售投资者，高净值个人和私
人资金在内的投资者提供新资产
中小企业贷款。

形式获得绿灯，允许其以证券为

原则上的 CMS（授予其他平

基础为新加坡投资者进行筹资。

台）与完整的 CMS 之间的区别是

[14]许可证现
在

允

许

Funding
Societies 为
新加坡所有
类别的投资
者提供以贷
款为基础的
集资证券。该

在年度牵引力方面，自 2015

公司表示，一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该公司

旦它清楚了

为新加坡的 200 多家中小企业提

MAS 设定的

前者要求平台运营商在实际许可

供了超过 1600 万新加坡元（约合

一些要求，它将为认可的和非认

证颁发之前满足 MAS 的某些条

860 万美元）的贷款。 [11]

可的投资者开始众筹。

件/要求。它也仅限于认证投资者，

通过在印度尼西亚的平台，

意思是只有以下几点可以适用：

称为 Modalku，它为印度尼西亚

这一发展仅在两个新加坡的

的 30 多家中小企业交易了约 100

众筹初创公司，Funding Societies

万新加坡元。他们自称有 94％的
还款率。 [12]
这一牵引力使得它获得了 A
系列 1000 万新元的资金，这是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筹款。该轮由红

MoolahSense（新加坡）

和 Fundnel 被授予原则性 CMS 之
后的几周内。到目前为止，

MoolahSense 成立于 2013

Moolah-Sense 已经为 100 多家

年，是新加坡 P2P 中小企业贷款

公司提供了近 2000 万新加坡元。

市场的 Funding Societies 的竞争

在中小企业组合中多元化的投资

对手。 MoolahSense 在三月份取

者收益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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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lahSense 在 2015 年仅

代表投资者发送还款通知。

有一轮未公开的种子融资。[17]

Capital Match 向大约八家公司发

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业融资平台。

该公司收到 MAS 许可后，计划将

出了还款通知。所有 P2P 借贷平

它从一家建立在严格的信用风险

其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更多的市场。

台也向借款人收取逾期付款费用。

评估之上的传统的发票融资公司

在破产的情况下，通过
Capital Match 收回的任何金额将
Captial Match（新加坡）
Capital Match 是另一家位于

首先归还给投资者的本金，然后
再分发投资者的利益。

New Union 成立于 2013 年，

开始。在新加坡，新联通过其平
台促成了近 3600 万新加坡币（合
2780 万美元）的投资。 在亚洲，
公司通过其平台筹集了高达
76280 万新加坡元（5.565 亿美元）

新加坡的 P2B 贷款平台，成立于
2014 年 ， 在 2015 年 从 由
Innosight Ventures 领导的一批
投资者处筹集了 710.87 万美元。
它的贷款规模从 5 万新元到 20
万新元，3 至 12 个月的期限，利
率为 1.5％ - 每月 2.5％。 [18]

p2p 贷款网站的高管表示，

的股份。

这些是无抵押贷款的优先级低于
有担保贷款，但与来自于银行的
2016 年 3 月，该公司被大众

其他形式的无担保贷款相当。如

知晓，因为其成为第一个面临来

果借款人违约，投资者也可以向

自一个借款人的可能的贷款违约

个人担保人提出索赔。 [19]

的 P2B 贷款平台。截至那时，公

出来的资金数字是令人难以置信。
截至 2016 年 5 月，该公司为超
过 30 万名投资者的 500 多家公
年底前引进吸引 20 万名员工。
[20]

在 一 些 平 台 上 ， 如 Captial
醒付款截止日期，使用收债员和

众化筹集了 50 万美元时，其发布

司提供了服务，同时其目标是在

司已经资助了约 600 万新元贷款。

Match，包括向借款人打电话提

当一家创业公司通过社会大

New Union（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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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贷款行业的竞争越来越

分配资金或购买即用型投资组合

不投资者。Cana-dian Lendful 吸

激烈，这对于 Chi-na 和 USA 来

的简单方法。 对于安全性，大的

引了新的 1500 万美元的投资，

说尤其如此，这一趋势非常关注

玩家没有问题的解决。 相比之下，

Borrowell，他开始给加拿大人免

资本和贷款类型。 今天有：PDL

较小的公司需要一个特定的平台

费获得他们的 Equi-fax 信用评分

贷款人，提供较大贷款的贷款人

或基金来证券化其贷款。

- 另外是 6400 万美元。 在亚太

（<45K），短期贷款人，长期贷款

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地区，在

地区，除中国以外，还没有高的

人，学生贷款人（另一章），购买

线贷款部门发展很好。 如果在中

活动。 香港的 Welab 在香港的

融资者（在线和线下），汽车和抵

国，我们看到 p2p 贷款平台的增

Weland 和中国的 Wola-dai 经营

押贷款人，P2P 贷款人（另一章），

长，在美国，我们看到资产负债

Welab，从 p2p 转向 b2c 贷款，

P2B 和 SME 贷款机构以及电子发

表贷款人的增长。 Elevate 向其

从马来西亚政府 Khaz-anah，ING

票供应商（另一章）。尽管如此多

1.4M 客户提供了 3.1 亿美元的贷

和中国政府公司吸引了 1.6 亿美

元化，这些提供商清楚观众的需

款，并获得了 5.45 亿美元的信贷

元 科技金融集团，价值$ 1B。 印

求：一些人想要更可靠的借款人，

额度。 Avant 向其 500K 客户提

度现在正在与 30 多家银行和微

为他们提供便宜的贷款或再融资

供了 3B 美元的贷款，证券化了

型 金 融 机 构 合 作 ， 从 AmEx

现有贷款，一些人想要风险较高

2.55 亿美元的投资组合，并从 JP

Ventures 吸引了 400 万美元。然

的借款人和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

Morgan 和 Credit Suisse 获得了

而，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

贷款人，为他们提供便利而又昂

2.93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收益率

展仍然没有快速增长。

贵的贷款。 所有这些平台在核心，

是其先驱之一，为其 2M 客户提

中国的 China Rapid Finance

贷款结构和处理方面也有所不同：

供了超过 6 亿美元的贷款，并在

是在有趣方向成长的成员之一。

有的从其余额提供贷款 - 资产

2016 年吸引了 7000 万美元和

他们在 2016 年的增长与提供旅

负债表贷款人，有的给机构和被

4600 万美元的新融资。 Bestegg

游，电子，游戏，服装产品和服

认可的投资者的提供贷款 – 被

在 2015 年提供了超过$ 1B 的贷

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伙伴关

认可的和机构的投资者平台，有

款，并在 2016 年证券化了他们的

系密切相关。 他们针对 EMMA

些 则 结 合 两 者 ， 比 如 Avant ，

投 资 组 合 的 2.05 亿 美 元 。

客 户 - 新 兴 中 产 阶 级 Mobile

Com-monbond – 混合平台，市

Lendup 已经在 23 个州开展业务

Active，已经吸引了 1,2M 客户，

场和资产负债表。

并积极推广信用卡，今年吸引了

与腾讯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一笔 47.5 亿美元的投资，估值

（Wechat 所有者和投资者），并

为 0.5B 亿美元。 今年的铺路吸

在 2016 年获得了 2,000 万美元

引了 800 万美元，升值了 1100 万

和 7000 万美元的新资金，估值为

美元。

$ 1B。 此外，它本身并不放贷，

初创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
增加，迫使他们寻求新的融资来
源，例如信贷额度，新贷款的发
放或现有贷款组合的证券化。 风

它适用于无法自行访问听众的银
行和金融服务提供商。 Kreditech
似乎也喜欢进入这个策略。
在网上的典当业也展示了有
趣的业务策略。 并且可以观察到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众。 吸引了
5600 万英镑的英国 Borro 通过客
户的奢侈品资源提供在线担保贷
款，面向前 10％的人口。 相反，
菲律宾的 PawnHero 向次级借款

险投资不能满足这些资金需求。

然而，国际市场也有增长的

人提供小额快速贷款，由阿里巴

因此，我们看到某些专业人士的

趋势。 德国 Kreditech 吸引了国

巴可以找到的资产担保，所以在

增长提供了专门为这种在线借贷

际金融公司 1100 万美元和来自

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可以在阿里

业务（例如俄罗斯 - 美国黑马）

乐天市场的 1.04 亿美元 - 业内

巴巴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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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财务管理工具在业界也

现有贷款转移到另一家公司处理

过 3 亿美元的债务和股权。 现在

变得非常有用。 例如，Affirm 已

收款和付款。 他说：“我们现在

的回报是提供 5,000 到 35,000 美

经获得了 PFM 应用程序扫描。

不是在这个时候发起新的贷款。”

元之间的贷款。更有趣的是，尽

Payoff 和 Commonbond 已经与

管网上贷款市场受到困扰，但

Moven 集成，和它独特的 PFM 工

Payoff 从腾讯筹集了 46 亿美元

具。

Pave（美国）

的巨额回报。 该公司最近的一项

美国市场一方面是非常有活

Pave 类似于 CircleBack，因

研究得到了很大的里程数，这表

力和成功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变

为它也是认可和机构投资者的市

明在 2,011 名调查对象中，23％

得过于激烈和激烈。 例如，由于

场。 2012 年开始时，意图是创

的受访者正在经历与他们的财务

一般的市场趋势，Vouch 已经关

建一个“收入份额”模式，借款

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ayoff

闭了，他们早先吸引了 1000 万美

人将同意向投资者出售未来收入

表示，数千年来，这个数字是

元，CircleBack 贷款已经关闭。此

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法律，税

36％。

外，ArgonCredit，Elevate 和中国

收和监管的确定性，Pave 无法使

今 年 ， Payoff 还 与 Moven

快速融资面临行业风险的上涨，

产品脱离实地。 重点转向提供传

Bank 保持了有趣的合作伙伴关

不得不推迟到 2017 年上市。

统贷款。

系，为客户提供了多种金融服务

目前，它提供的贷款从 3,000

的财务激励措施，突显了银行和

美元到 25,000 美元的动态利率。

年轻公司正在努力共同努力的越

CircleBackLending（美国）

一名客户的中位年龄为 31 岁，平

来越多的方式。 要明确的是，合

Circleback 贷款于 2013 年推

均 FICO 评分为 738，平均收入为

作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

出，最初为无担保消费贷款提供

82,000 美元，借款人占 35％，平

付方式连接品牌，而不是将服务

了从 3,000 美元到 35,000 美元的

均贷款额为 14,000 美元。 在

合并到一个平台上。

市场。 它专注于与机构投资者合

2016 年初，它已经获得了 3 亿美

如果把 Moven 用户的信用

作资助贷款。 从一开始，它是一

元的大量融资，用于为 2015 年

卡与 PayBot 合并，他们用户将获

个非常有活力的公司，其中强劲

12 月在其平台上发放贷款提供

得 $ 100 ， 如 果 他 们 与

的里程碑很快就会通过，例如去

资金。

CommonBond 合并学生贷款，则

年在 2015 年，它首次获得了贷款

今年 4 月份，宣布已经完成

证券化：Jefferies 提供了 1.06 亿

了 800 万美元的 A 系列股权投资。

美元的结构和出售贷款。

该轮由 Maxfield Capital 带领，现

同一年，它促成了向高质量

有投资者参与，并将使 Pave 能够

借款人发放了超过 2 亿美元的贷

扩大其创新融资计划，以帮助更

款。 而在 2016 年，它已经发起

多且通常服务不足的个人实现其

了超过 4 亿美元的贷款，并聘请

财务和个人目标。

了大家伙，如 Scott Lascelles，
SpringLeaf 前首席运营官和 John
Donovan，Lending Club 前首席
运营官/董事会。
意外的是，在 2016 年 10 月，

Payoff（美国）
Payoff 是另一家在线贷款人，

Circleback 已经停止了贷款。 这

他是美国第一家同行的第一家。

是根据彭博社的一份报告。 在线

超过 200 万会员和$ 6B 的资助贷

贷方表示，由于一些借款人没有

款。 它最初提供贷款偿还信用卡

偿还贷款，资金已经蒸发。

债务。总共来自 Anthemis Group，

CircleBack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

FirstMark Capital，Great Oaks 等

始人 Michael Solomon 表示，如

投资者的资金超过 7000 万美元。

果贷款人不能筹集资金，它将把

自成立以来，公司已经筹集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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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 美元。

方转移贷款的过程中，贷款违约
的增加导致了错失的付款。
一旦贷款服务机构开始偿还

Credible（美国）
正如我们在“学生贷款”一
章中提到的，Credible 是首批公
司之一，是学生贷款融资信息平
台的运营商。 为了提醒您，该公
司旨在帮助毕业生切换贷款人，
并通过一种形式节省学生贷款。
该网站列出了来自传统银行，信
用合作社和对等贷款平台等金融
服务公司的利率和贷款优惠。 它
已经资助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贷
款。
今 年 ， Credible 在 去 年 的
1000 万美元 A 系列融资之后，宣
布扩大个人贷款。 Credible 的个
人贷款市场现在包括几个领先的
在线贷款公司，如 Lending Club，
Prosper，Avant，Upstart 和 Pave。
通过个人贷款市场，借款人可以
通过软贷款查询（即不会影响其
信用评分），从多个在线贷方获得
即时的，预批准的优惠，然后在

Blackmoon 金融集团（俄罗
斯）

债务，问题开始发生，包括三个
多星期以上的贷款再融资或处理

Blackmoon 与另一章中提到

增加的请求; 第一笔付款贷款违

的所有其他贷款人完全不同，因

约率从 4％上升到 12％，贷款违

为它不是市场放债人或资产负债

约率的寿命从 24％上升到 34％。

表贷款人。 是机构投资者用资产

8 到 10 次准时付款的客户停止支

负债表贷款发起贷款的第三方平

付，大量新客户根本没有进行首

台，也是对投资者进行全面检查

次付款。 面临批评的贷款服务机

和防欺诈防范的一种解决方案。

构是 First Associated，这是索赔

贷款人与 Blackmoon 合作，在发

的争议。

起时出售贷款。 对于一家公司来

Associates 的 前 任 副 总 裁 Larry

说，没有表格的是，它可以在

Chiavaro 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

2016 年扩展到美国和西班牙。

表示：
“服务人员对于发起问题负

在扩大市场信贷作为服务战
略 的 道 路 上 ， Novem 已 经 从

在 报 告 中 ， First

责，总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在这
个组合上的表现非常好。”

Target Global，A＆NN 集团，Flint
Capital 等几家公司募集了 2,550
万美元的股权。 根据一家公司，
其“每月交易量自 2016 年 6 月
以来增长了 2.5 倍，而 2016 年 9
月份则超过了 500 万美元。

单个贷方市场上比较多个优惠的

Ascend（美国）
Ascend 是另一家资产负债
表贷款人，它提供了从 2,000 美
元到 15,000 美元的一些较低的贷
款，并继续在他们的数据中发布
贷款标题和描述，不同于 Prosper
和 Lending Club。 此外，它采用

ArgonCredit（美国）
Argon Credit 是美国一家资
产负债表贷款人之一，从$ 2,000
到$ 35,000，信用评级为 560+的
信用度相对较低。 它还在 2015
年从普林斯顿替代资金募集了
7500 万美元的债务设施，并在
2016 年 采 访 了 拉 维 夫 · 沃 尔 夫
（CEO），在面试中提到了一些令
详细信息 仪表板。 重要的是，
Credible 让借款人控制他们的个
人联系信息[9]。 其个人贷款提
供从 500 美元到 40,000 美元，信
用评分高于 680。

人兴奋的公司及其提供的产品，
但拒绝进一步 细节。
然 而 ， 根 据 一 份 报 告 ， Argon
Credi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aviv Wolfe 在银行破产申请中表
示，流动性风险导致其在信贷额
度为 3750 万美元的情况下错失
了付款。 Argon 表示，在向第三

自适应风险定价技术，随着借款
人的风险状况变化，自动调整贷
款。 将动态定价纳入消费者贷款，
而不是集中于过去的行为。
相较于 Argon Credit，相当
成功，并于 2015 年推出时，已经
从 Mucker Capital，OCA Ventures，
Birchmere Advisors 以及 Securian
Financial Group 创业机构吸引了
1,500 万美元，推出了第一款产品
“Rate Rewards”，允许用户 减
少月度利息支付，宣布与
LendingTree 建立大的合作伙伴
关系，成为其个人贷款网络的一
部分，与其他贷方进行竞争，并
最终宣布获得金融解决方案实验
室 300 万美元的获奖者 - 3000
万美元， 摩根大通（JP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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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和金融服务创新中心支持
的五年计划。

的需求。

动性的第一步。

在伙伴关系方面，地区银行

而 今 年 ， 它 又 从 Mucker

已经与 Avant 联合推出了在线消

Capital，OCA Ventures，Partech

费贷款申请和承销经验。 客户现

Ventures ， Tekton Ventures ，

在有机会在 www.regions.com 上

Elevate（美国）

Cendana Investments LP 和风险

申请使用 Avant 平台的地区银行

Elevate 是位于德克萨斯州

投资的 Securian Financial Group

的 无 担 保 个 人 贷 款 （ 1,000 至

沃思堡的另一家资产负债表贷款

子公司筹集了 1100 万美元的资

35,000 美元）。 申请人被评估并

人，提供三种个人贷款产品，支

金。 通过由金融服务创新中心和

获得立即的信用决定，然后进行

付预支款和英国客户的个人贷款。

摩根大通管理的金融解决方案实

自动验证步骤进行最终批准。

Elevate 的利基现在正在为 575 到

验室提供额外资金。

625 之间的信用评级低的借款人
提供贷款。随着公司的扩张，它
想向更低信用评级的客户提供贷
Bestegg（美国）

款 。 在 收 入 方 面 ， Elevate 比

Bestegg 是另一个成功的资

Lending Club 和 Prosper 更大。

产负债表平台，提供贷款 FIC 要

迄今为止，已有 140 万消费者发

款平台，是最受资助的公司之一，

求为 700 分，个人收入为 10 万

起了价值 31 亿美元的贷款。

筹集了 6.55 亿美元。 它提供固

美元的客户的债务减免为 2,000

定利率贷款$ 1,000 至$ 35,000，

至 35,000 美元。 从 2014 年起，

2016 年度首个风险投资支持的

并且具有延迟的收费原则，并将

最佳蛋平台只有通过邀请才能申

IPO，但由于市场条件困难，推迟

按期连续三次免收延期费用。 今

请，在发布后的第一年，贷款资

了 IPO。 第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

年 Avant 在过去三年已超过 30 亿

金达 3.83 亿美元。 它在 2015 年

没有任何公司会冒着上市的风险

美元的贷款发行速度，超过了在

开放给公众，同样宣布了跨河银

上市。 但对于 Elevate 来说，还

线贷款行业的许多领先贷款平台。

行证券化 1 亿美元。 同年，它公

有一个挑战。 该公司向“非标准

Avant 在全球拥有 44 万名客户，

布了自成立以来最早发放的 10

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在经济

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障碍来改变

亿美元的“最佳蛋”贷款 - 不到

衰退中，被视为特别脆弱的市场

消费者借贷的方式。

15 个月。

的一部分。

Avant（美国）
Avant 是一个混合的在线贷

2016 年，Elevate 预计将成为

此外，今年美国贷款人

2016 年，它宣布它关闭了其

LoanDepot 与 Avant 公司建立了

首个专有证券化。 大约 2.05 亿

增加了 5.45 亿美元的信贷学院，

合作关系，以扩大信贷选择权。

美元的 Bestegg 同行通过三类

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客户。 这一

根据协议，这两个 Fintech 平台已

Notes 和一类证书提供资金，贷

举措应有助于缓解分析师对次贷

经通过 API 集成进行了合作，通

款卖家保留了一部分 Notes 和证

危机中掠夺性贷款的担忧。

过借助数字体验推动的借款人推

书。 A 股，B 股和 C 类固定利率

介，扩大了获取信贷的机会。 因

票 据 由 Kroll Bond 评 级 机 构

超过 10 亿美元的客户累积储蓄，

此，负责任的借款人将扩大获取

（KBRA）评为 Single-A，Triple-

因为该公司继续使用先进的分析

更好地符合其财务需求的信贷产

B 和 Double-B。 该交易受到广

来降低其产品的平均利率。 自

品。

泛投资者的强烈反对，并被大幅

2013 年以来，该公司产品的平均

在证券化方面，Avant 还宣布

超额认购。 通过高盛进行的证券

有效率已经下降了 40％以上，客

两项封闭交易，其中包括 2.5 亿

化，进一步促进了马莱特资金进

户节省了 11 亿美元，比起 400 日

美元的 144A 预留证券化交易以

入更广泛的 ABS 资本市场，为今

元的典型工资日贷款支付的费用。

及由 J.P.Morgan 和 Credit Suisse

后的交易打下了强有力的先例。

最后，Elevate 发起了一个新的中

持有的 3.92 亿美元的仓库设施。

将投资者基础扩大到仅限于机构

产阶级的中心，并发布了第一份

仓库将为 Avant 提供额外的资金，

的仅限 CUSIP 的买家，是建立品

研究报告，指出了对传统信贷提

以满足超过 50 万客户日益增长

牌认知，资本市场准入和债券流

供者和银行眼中发现自己是非营

除了推迟的 IPO 之外，它还

截至年底，Elevate 还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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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信贷的

根据“金融时报”的文章，这是

重要性。

第一家在线典当行在 2009 年。
今年 Borro 跨越了一个非常
特殊的里程碑，已经完成了 2 亿
英镑的贷款。虽然第一笔 1 亿英

LendUp（美国）

镑的贷款超过五年半，但随后的

Lendup 是一家基于 SF 的资

1 亿英镑在 1.5 年期间借出。增长

产负债表贷款人，他从 Y 组合中

的步伐是由于产品线的扩张和分

毕业，从 Google 企业和 KPCB 的

销增长的持续带动。 Equifax 研

Andreessen Horowitz 筹 集 了

究显示 Borro 的客户是英国最富

4500 万美元的种子融资。 它提

Vouch（美国）

有的 5％的客户。自从完成首笔 1

供从 100 美元到 500 美元的单笔

Vouch 是一个基于 SF 的替

亿英镑的贷款以来，Borro 的平均

支付贷款和最多 1,000 美元的分

代贷款平台，获得了 1000 万美

贷款增长了 350％，最常用的资

期付款贷款。 在国家 23 个州提

元，通过使用借款人的网络作为

产是艺术品。在 2016 年，Borro

供贷款和国家信用卡，由国家银

赞助商确保每笔贷款的贷款 借

还出资 2000 多万美元。

行发行，FDIC 会员，VISA 许可证。

款人必须得到一个“合格”的赞

今年也由 Y 组合增长基金筹

据公司介绍，到目前为止，

助人收到贷款，他可以获得更多

其 75％的贷款由艺术品，古董，

集了 4750 万美元的新一轮贷款。

的申请人，他的贷款条件就越简

优质葡萄酒和经典汽车完成。豪

投资价值下降约 5 亿美元。

单。

华资产的平均贷款额为 55,000 英

LendUp 旨在将现金用于扩展其 L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镑，这是去年增加的新增贷款，

卡，一张没有隐藏费用的信用卡

该公司已经停止在 2016 年夏季

平均为 100 万英镑的贷款。最低

和有效的回报时间表。 它还通过

提供个人贷款并在 2016 年夏天

贷款为 5,000 英镑。

其配套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运动

关闭了虚拟门。公司的关闭消息

此外，Borro 还推出了一系列

现代功能，让用户在丢失或被盗

大肆增长，于 26 日显示，Vouch

顶级奢侈品资产借贷合作伙伴，

时立即停止收费，以及一个清晰

无法与更大的竞争 在线贷方。

他们将获得一大批利益。 这些包

显示客户剩余的信用额度的健康

Vouch 是近年来提高风险投资资

括他们的客户的独家费率，更高

计费表。 LendUp 已经在每月注

金的在线贷款人之一，希望利用

的转介佣金和他们的团队的个人

册数千个帐户，尽管尚未准备好

诸 如

Corp. 和

培训 小组成员还将为所有咨询

积极地将自己的市场推向市场。

Prosper Marketplace Inc 等等巨

和客户以及获得特殊奢侈品资产

有趣的是，首席执行官 Sasha

大增长，他们通过撤回银行留下

活动和其他奖励机会获得指定的

的个人贷款差距。

Borro 团队成员。

Orloff 在博客回应了 Google 的宣

LendingClub

布，它将禁止提供超过 36％的
APR 的发薪日贷款人的广告。 在
LendUp 业 务 的 长 期 解 释 中 ，

Borro（英国）

Orloff 指出，LendUp 在 2015 年

Borro 是特别资产负债表贷

节省了超过 1600 万美元的客户，

款人的利基。虽然它是在英国建

截至 2016 年 5 月，客户再次节

立的，但是主要从美国运营。更

省了 1600 万美元。“有超过 90％

有趣的是，它的目标是前 10％的

的活跃用户在两年内就可以获得

人口，并提供由客户的奢侈品担

信贷建设贷款。 而且我们已经把

保的网上贷款。它提供销售在贷

客户在两年前的三十秒内获得了

款之前，允许客户在销售前获得

信用卡，以便今天有信用卡。”他

其豪华资产的估计价格的 70％;

补充说。

桥梁贷款，豪华资产确保短路长
期融资;和定期贷款从 1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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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 Hedgewood 和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收到了 640
PawnHero（菲律宾）

Borrowell（加拿大）

Pawnhero 是另一家资产负

Borrowell 是 一 个 加 拿 大 在

债表贷款人，与 Borro 开展了类

线市场，将机构投资者和借款人

似的策略。 Pawnhero 是东南亚

融合在一起寻求贷款。今年它在

第一家在线当铺[30]，旨在解决

发展中有了两个坚实的里程碑。

新兴市场上金字塔消费者的昂贵

第一，它与一个投资平台

信誉问题。它于 2015 年 2 月首

Wealthsimple 合作，目的是帮助

次在菲律宾推出，以满足快速 国

加拿大人充分利用其 RRSP（注册

家的贷款需求。

退休储蓄计划）。虽然大多数加拿

万美元的经营和贷款资金。其他
参 与 投 资 者 包 括 Oakwest
Corporation，创始人兼 Horizons
ETF 前 任 首 席 执 行 官 Adam
Felesky，以及支持知识型企业的
基金会 Freycinet Investments。这
笔金额比 2014 年 12 月 Borrowell
筹集的 540 万美元]增加了 100 万
美元，以推出其借贷市场。

在 2016 年夏天，Pawnhero

大人想要为他们的 RRSP 做出贡

在东南亚 - marketplace.ph 推出

献并获得报税创业公司承认，大

了第一家在线当铺。 在 Bangko

多数人没有手头的现金，而且经

Lendful（加拿大）

Sentral Pilipinas 注册的典当经纪

常拿出贷款来为他们的 RRSP 做

Lendful 是一家加拿大，成立

人，旨在通过提供一种简单的方

出贡献，希望用退税回报。[35]但

于 2015 年的初创公司，为个人贷

法来平衡情况为菲律宾人奠定他

是，像 Wealthsimple 和 Borrowell

款提供高达 35,000 美元的在线贷

们的物品 - 在线 - 作为短期需

这样的公司存在的原因是银行贷

款市场。该平台要求借款人的信

求的解决方案。 PawnHero 与物

款并不总是最方便客户，导航投

用评分至少为 690。

流公司 2GO 和安全银行合作，为

资很少。所以公司决定采取各自

菲律宾的菲律宾人提供创新服务。

的优势，并将其结合成一个平台。

今年，该公司参与了同类最
大的交易之一，在加拿大借贷技

在推出市场之前，它也登陆

第二个合作伙伴关系是

术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当

了未公开的系列。由软银相关菲

Equifax，随后，Borrowell 宣布现

Lendful 从 Alterna 银行获得 1500

律宾焦点基金牵头的一笔资金，

在可以免费获得加拿大人的

万美元的支持时。这种合作关系

由 500 名创业公司和 IMJ 投资伙

Equifax 信用评分。通过 Borrowell

表明，加拿大的在线贷款市场已

伴参与。 Pawnhero 联合创始人

的平台，用户可以访问他们的信

经准备好成为一个破坏性的力量。

兼董事长 David Margendorff 表

用评分并了解他们的财务状况，

Alterna Bank 的机构投资为借款
人带来了两大优势：更多的安全
性和竞争性利率。
Alterna Bank

是

Alterna

Savings 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是
一家拥有超过 100 年的全方位服
务的会员合作社的信用合作社。
[40] Alterna Savings 和 Alterna
Bank 共同组成了拥有 30 亿美元
资 产 的 Alterna 金 融 集 团 。
Alterna 银行深深地致力于帮助
加拿大人实现其财务梦想，同时

示，该地区的其他风险投资家和

而无需申请信用。同时，用户将

天使投资者以及 Sil-图标谷都稳

了解可能影响信用评分的因素以

步追随。 PawnHero 将利用资金

及如何提高个人信用度的建议。

进行人才收购，并在菲律宾继续

Borrowell 每三个月向消费者提

大规模实施。

供更新的分数，以追踪他们的进

IndiaLends.com 是由前资本

展。最后，它已经从 Equitable

一 对 二 人 Gaurav Chopra 和

支持充满活力的当地社区。

Indialends（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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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nk Kachhwaha 于 2015 年推

ChinaRapidFinance 是 中 国

CRF 与 Sino Guarantee 和上

出的不间断贷款的信用承销和分

最有趣的借贷平台之一，今年将

海银行新近出版的[51]合作伙伴

析创业公司。 截至目前，该公司

在美国上市。拥有 4000 多个员工

预计将加快其机构贷款基础的多

的季度增长率为 100％，同时也

和 70 个分支机构，该公司拥有最

元化，为 CRF 的数字贷款平台提

与 30 多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

大的多渠道下线之一，是贷款额

供长期，低成本和稳定的资金来

司合作，现在提供固定的贷款产

度最大的消费贷款市场最大的市

源。

品。

场。中国快速金融自 2014 年以来
该公司特别有趣，因为它吸

一直在讨论 IPO 的可能性。[46]
UangTeman（印度尼西亚）

引了美国运通“A 系列资金”的

尽管如此，中国快速金融首

400 万美元投资组合的资本。 美

先表示，中国快速金融公司宣布

UangTeman.co , 数 字 阿 尔

国运通风险投资公司首次投资于

其平台已超过一百万借款人，截

法集团的产品, 是一种在线贷款

Fintech 创业公司，而且仅在 2016

至 10 月 31 日，共有 880 万笔贷

服务，为印度尼西亚消费者提供

年第二季度投资。它于 9 月份投

款。[47]

即时短期微信贷。 截至 2016 年

资于以前称为 Helpchat 的 Tapzo。

它还透露，它正在与各种中

1 月，它提供不超过 30 天的贷款

国互联网平台合作，包括在线旅

高达 160 美元，第一笔贷款每天

行社，在线购买和购物平台，在

提供 1％的贷款。

Welab（香港）

线游戏公司，在线电子商务平台

该创业公司表示，今年，

WeLab 经营香港在线贷款平

和支付服务提供商达成并为这些

UangTeman 提出了前一系列的

台 WeLend。 它声称使用机器学

潜在合格的 EMMA（新兴中产阶

一轮资金。 这轮由一个无名的

习，大数据技术和非结构化数据

级移动活动）借款人服务。[48]通

“东南亚主要银行集团”领导，

来提供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和客户

过这些多重数据，全方位的合作，

另外两家印度尼西亚机构投资公

体验。 从 P2P 借贷模式转向 B2C

中国快速金融能够识别，选择和

司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除了股权

模式，与金融机构合作，为不能

获取信誉良好的 EMMA。[49]

融资外，UangTeman 还表示，其

通过传统渠道获得融资的人提供
银行融资解决方案。
2016 年 7 月，Welab 在马来

此外，中国快速融资与两家

募集资金约为 73.5 万美元。

主要机构 - 中国联合中小企业
担保公司（“中保”）和上海银行

西 亚 战 略 投 资 基 金 Khazanah

建 立 了 伙 伴 关 系 。

Nasional Berhad 领导下的 B 轮筹

Guarantee 将为发起的贷款提供

集了 1.6 亿美元，由 ING 银行和

持续的贷款资金。在 CRF 的平台

中国政府管理的广东技术金融集

上，初始承诺人民币 5 亿元。[50]

团参与。 该公司经营两个在线贷

这使得 CRF 直接贷款资本创造机

款平台 - Wolaidai，中国的贷款

构投资产品，以及无偿追索权保

平 台 ， 以 及 香 港 客 户 的

证，使 CRF 产品能够在多个理财

WeLend.hk，现在共筹集了 1.82

平台上分配。中国政府还为 CRF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从现在开始，

提供了 2000 万美元的增长资产,

已经发放了超过 190 万美元的贷

计划在中国推出更多的金融产品。

零售价值估计为 10 亿美元，作为

款。它还声称在收回债务方面比

CRF 7000 万美元 C 系列优先股

银行和金融服务业有更好的业绩。

的一部分。

虽然不良贷款的正常比例为 3％,

此外，它已经成功从 ING 银
行获得了 2500 万美元的信贷额

Sino

UangTeman 说，到目前为止，

度，作为香港扩张的一部分，使

另外，上海银行也加入了

UangTeman 说它的比例低于那

公司能够满足快速增长的香港贷

CRF 的数字贷款平台，作为基础

个。在种子阶段，UangTeman 得

款需求。

设施发起人和贷款人，为 CRF 提

到了投资者的支持，其中包括马

供支付渠道，资金托管服务和贷

来西亚无名家族企业，雅加达风

款资金支持，帮助 CRF 在中国的

险投资公司 JWC，以及英国工资

消费贷款市场保持领先地位。

日贷款公司 Wonga 的联合创始

ChinaRapidFinance （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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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公司类似于 UangTeman 。

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商协议，以及一些前 TD 关系经

最后，看到 UangTeman 这

有趣的是，在五月份，

样做的举动很有意思，它将把商

DirectMoney 透露，它有更多的

交易也将导致财务部门为约

业模式转变为点对点贷款，以符

无担保个人贷款的申请，而不是

45,000 个现有的 TD 消费贷款提

合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最新消息。

为其借出的资金提供服务。因此，

供服务。

Zulkifli 的意见是作为对 OJK 最新

董事长史蒂芬·波尔斯（Stephen

的金融技术法规的回应 12 月 29

Porges）表示，它强烈寻求机构资

经销商到 Financeit 的投资组合。

日。该法规禁止任何金融技术公

助者 - 麦格理银行 - 为其资助

因此，公司现在也在考虑进行更

司借钱自己的钱，以防止他们撬

贷款需求。

多的收购。据创始财务大臣

来自传统金融公司和银行的最佳

而且，为此，根据该公司董

理和业务人员的过渡。过渡期后，

这笔交易又增加了 800 多家

Garrity 所说，与信用合作社服务

债务人。这让人联想起政府以前

事会的数据，11 月份的数据显示，

提供商 Concen- tr 进行的交易使

的规定，试图保护现有的出租车

该公司最终确定了其平台贷款的

其贷款价值和收入翻了一番。

公司与 Uber 等。

机构资金。具体细节仍然不可用，
但据报道，批发机构贷款融资协
议的合同条款是与“良好的债务

DirectMone（澳大利亚）

提供者”进行的。该协议将允许

DirectMoney 是一个澳大利

公司在未来 12-24 个月内发放贷

亚在线贷款平台，用于 3 至 5 年

款。

对于 Blispay 来说，今年是非
常光明和成功的。起初，它已经
向公众进行推广。 对于各种规模

贷款期限的无担保个人贷款高达
35,000 美元。这家公司有吸引力

Fanaceit（加拿大）

的是，在二月份，它向麦格理集

Financeit 是今年开始的加拿

团（Macquarie）提供了总计 500

大 POS，与加拿大信贷联盟的融

万美元的个人贷款，麦格理集团

资和信托解决方案提供商

是一家咨询，投资和基金管理服

Concen- tra 进行了战略资金合

务提供商。

作。
Concentra 拥有 70 亿美元资
产，管理资产超过 340 亿美元。
价值 1 亿加元的合作使得多伦多
的融资机构能够通过增加发放能
力和获得信用社系统来扩大贷款
机构群体，而 Concentra 可以利
用合作伙伴关系为信贷联盟提供
更多战略投资机会使利润多样化。
[60]
此外，由 Pritzker 组织（L.L.C。）
建议的新兴投资者 Pritzker 家族

根据 DirectMoney 最近的季

Blispay（美国）

企业利益引发的新一轮股权融资。

度报告，该平台在 2015 年底持有

（“TPO”）和 DNS 资本有限责任

849 万 美 元 的 贷 款 ， 因 此 与

公司（“DNS”）以及现有投资者。

Macquari 的协议代表了大部分

这笔投资额达一亿七千万美元

现有贷款。 DirectMoney 去年在

（合二千二百万加元），使得财务

ASX 上 市 。 此 后 股 价 下 跌 超 过

公司得以资助。最近宣布收购 TD

50％。 DirectMoney 首席执行官

银行集团间接房屋融资资产，其

Peter Beaumont 对在线贷款平台

中包括购买了 800 多家商户经销

和所有渠道的企业，这意味着，
简单，没有增量成本的 Blispay 销
售点融资计划。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通过
Blispay Visa 卡来控制他们购买的
时间和地点。 它的“itiOS 应用程
序，Android 应用程序”以及通过
Apple Pay ， Android Pay 和
Samsung Pay 可用的可用性。
除此之外，它已经宣布了由
First-Mark Capital，Accomplice，
NEA 和 TriplePoint Capital 领导
的首次合并总额为 12.55 亿美元
的创始人集体，由 Wayne Chang
和 Fintech 领导的天使集团 全开
始
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它增加了许多令人敬畏的消息，
包括 Evo，Trendelee，Chuck Levin
的音乐中心，Wheel Warehouse，
Guitar Sanctuary，Nava Health＆
Vitality Center 等等。

Affirm（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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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 是一个以 SF 为基础，

家居装修，汽车服务和维修，医

点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门，在其

将贷款重点放在千年市场，35 岁

疗设备和服务等主要消费者和行

C 系列融资中增加了两笔融资回

以下的个人。通过向在线购物者

业。 LoanHero 在促销期间累计

合，一千一百万欧元（一千万欧

提供销售点销售点的信用卡替代

发生利息，但如果期末余额全部

元）新兴国家。第二个是去年 12

信用卡。 超过 500 家客户提供贷

支付购买余额，而消费者已经全

月发起的 - 去日本电子商务巨

款作为客户退房。 肯定也是消费

额支付了所需的每月费用，则可

头拉库屯（Rakuten's Fintech 启

贷款部门中资助最多的公司，其

以放弃利息。

动基金）去年 12 月发起的 1,040

中 4.2 亿美元上调。

今年，LoanHero 还获得了另

万美元（1000 万欧元）。

今年，肯特宣布正在收购

外 2500 万美元的种子基金。由

最后，Kreditech 已经宣布了

Sweep，一种基于应用程序的个

Alsop Louie Partners 和 Muck-er

新的业务线，销售（POS）融资，

人金融工具。 该举措仅在 Affirm

Capital 牵 头 ， 这 笔 投 资 将 使

与其第一个客户 PayU Global BV。

筹集了 1 亿美元的 D 系列轮回两

LoanHero 向全国消费者提供融

新的整合使客户能够以与本地银

周之后，该系列部分得到部分提

资。自从 2015 年 4 月发布以来，

行相当的费用立即为其在线购买

升，以帮助该公司在贷款之外扩

LoanHero 共筹集了 420 万美元

提供资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展到新的产品类别。 该应用程序

的股权融资，并实现了 2000 万美

5000 欧元，持续时间长达 36 个

成立于 2014 年，为用户提供了未

元的贷款能力。在短短六个月的

月。该过程完全无纸化，并以

来的现金流量视图，以便更好地

时间里，LoanHero 已经向主要，

Kreditech 的创新评分技术为基

为账单和其他事项提前计划。 这

中等和次级消费者提供了数千笔

础，将其与最先进的 KYC 相结合。

是 Affirm 正在将其纳入其产品供

贷款，这些贷款全部在 5 个州的

其用户体验和用户界面专注于为

应的日常参与类型，这使得收购

受控推出和 100 个商业合作伙伴

客户提供最高的便利。

非常适合公司。

地点的精选集合中。

在伙伴关系方面，宣布支持

资金结束后，LoanHero 宣布，
Revo Technologies（俄罗斯）

四 个 附 加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 Kibo

将其贷款业务扩大到全国范围，

Commerce ， BigCommerce ，

与 FDIC 成员 First Electronic Bank

Revo 是一家俄罗斯小额融

AspDotNetStorefront 和 Zen-

合作。这将使 Loan-Hero 与全国

资组织，在消费群体中的平均购

Cart。 使用任何这些电子商务平

零售企业合作，力求在销售点向

买成本较低，分三期或六个月。

台的零售商现在能够为消费者提

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售后服务。

Revo 的合作伙伴可以为他们提
供折扣优惠，费用由买方的免息

供在线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并在多个月内分摊付款。 迄今为
止，Affirm 正在与超过 850 个零
售客户合作。
最后，Affirm 聘请了一位前
eBay 副总裁 Carl Gish 成为其首
席营销官。 Carl 的任务是扩大贷
款服务的范围，特别是随着公司
今年开始发布直接消费品。

Kreditech 德国
Kreditech 是 德 国 的 创 业 公
司，通过在线使用大约 2 万个数
据点来评估其适用性，向消费者
提供贷款和其他信贷服务，这些
消费者很少或没有信用记录。
今年，在国际金融公司（IFC）
[72]世行集团的一个分部，其重

分期付款。
在 2016 年，它成功地注册了
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超级市场
“Utkonos”，它已经推出了分期
销售产品的方案。 根据 Utkonos
的新闻报道，分期付款期限为一
个月，可用于从 2,500RUB（40 美
元）到 25,000 卢布（400 美元）
的支票，并涵盖零售商的所
有神，除了酒精，烟草，药房
和某些品牌 。

Loanhero（美国）
LoanHero 是另一家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的 POS 贷款机构，成
立于 2014 年。它专注于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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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令人信服。 美国高

37.172 美元，比去年上升了 6％。

出售了 3.8 亿美元的贷款组合，

等学校的学费增长幅度远远高于

二零零四年，二十七岁的二十七

从穆迪获得 AAA 评级。这使得养

工资和通货膨胀率。 在公立四年

岁学生有学生债务; 在 2016 年，

老金和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成为

制大学，从 2005 年到 2016 年，

它是 47％（43.3 百万）。 拖欠还

可能。

学费增加了 80.5％，继续在 20 世

款的扣除也发生了：在 2013 年至

•然而，SoFi 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

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五年增长

2016 年的两年间，学生贷款注销

移不断下滑，这给其他玩家（如

一系列两位数的增长。

额增加了 46％（至 136 亿
美元）。

2005 年至 2016 年，18 - 24

岁的人数增加了 10％，其中入学

回到我们的风险研究，今

学位的比例从 38％上升到 42％.3

年注意到，即使没有任何

学生现在还在大学留学时间较长：

特别和复杂的战略决策，

结束本科学位学历的平均期限有

行业也在增长。 大多数

所增加，所以入学硕士课程也是

学生贷款人的目标是做

如此。 在过去十年，继续进行硕

一件事情，尽可能广泛地

士，博士和专业课程（例如法律，

销售，从事客户收购和覆

医学和牙医）的人数增加了 36％。

盖，其信贷服务由信贷猛 mamm

美国教育制度也正在成为国

象和金融机构推动。 不过，我们

际学生的磁铁，其中有 1 万多人

也注意到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独

在 2016 年在美国上了学校，与

特举措，如 SoFi 超出学生贷款对

2015 年相比，增长了 13％，比

冲基金建立以及 Fu-WireCard 的

2010 年增长了 55％，而在 2010

情况。

年则增加了 86％ 美国现在正在

关于“按揭泡沫”的监管和以前

全球 21％的在本国以外读书的

的结果，因为现在行业与无担保

学生。

的消费信贷一样大。

这对于另一种经济趋势有如
此的贡献并不奇怪：学生贷款大

其他核心观察：

幅度增加。 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

•市场领导者美国 SoFi 正在 B2C

候都更加急于学生贷款债务。 截

业务中积极多元化业务（增加按

至 2016 年底，4400 万美国学生

揭产品

CommonBond

借款人欠学贷款债务 1.4 万亿美

以及 B2B（其信贷机会基金允许

ClimbCred- it，Earnest）带来机

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84％。2016

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投资贷款投资

会，并为提供教育贷款融资的新

年毕业生的平均班学生贷款额为

组合）维度。最近，该公司已经

公 司 （ LendKey ， Credible ，

，

Affi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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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dEDU）打开了大门。

传统银行使用信用评分来确定您

弟和美林集团的强大团队，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快速的发展

是否有资格获得贷款。认真的不

资本市场的分配。

速度仅在美国才是真实的，而教

相信这些分数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凭借这样稳定的基础，它在

育制度的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

图片。它是利用技术和多达

一轮 C 的另外 3 亿美元的债务中

除了英国未来财务（最近已经提

100,000 个数据点，以获得每个客

筹集了新的 3000 万美元的股权，

高了 1300 万美元的股本和扩大

户的更完整的图片，从银行帐户

现在在股本和债务方面的融资总

到德国）和印度的新生儿，Buddy，

到 LinkedIn 个人资料中删除所有

额超过了 1B 美元。 投资者包括

这些在这个领域真的很少活动。

内容，为那些符合最低可能利率

August Capital，Tribeca Venture

对于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韩国

的人提供服务。耳窝的软件平台

Partners ， 社 会 资 本 ， Nyca

而言，教育费用较高是特别奇怪

有助于确定高质量的客户，通过

Partners 和 Victory Park Capital，

的。

教育历史 11，当前和过去的收入，

他们都参与了资金筹集。 该公司

•专注于特定客户群体的项目（例

储蓄和债务以及就业背景进行评

表示，将利用这笔资金在整个组

如，在美国获得国际学生评分的

估。这些相当于更安全的赌注，

织内部进行招聘，为消费者和雇

SelfScore）非常有吸引力。

这有助于 Ear-nest 提供较低的利

主建立技术平台，并扩大贷款业

率。

务。
在春天晚些时候，Earnest 首

Earnest（美国）
Earnest，尽管我们今年没有

先向大型机构出售了一揽子贷款，
价值 1.12 亿美元。

听到他们的嗡嗡声，但却是一位
非常特别的学生贷款人，最后一
笔资金为 2.73 亿美元。在我们的
意见中，它是真正灵活的其他人，
但从去年是挑战的快速增长的学
生贷款空间的竞争。我们希望看
到如 SoFi 所看到的其财务状况的
扩大，并希望看到它实际上成为
一家银行。
今年，通过宣布推出精密定
价模型，再次证明了其战略优势。
这样可以让所有的 Earnest 客户
选择并选择每月的贷款，并在飞
行中进行更改;利率将调整为匹
配。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
的功能，任何人有学生贷款应该
能够已经做到了，但没有其他贷
款人提供。传统的贷款人通常在
五，十年或 15 年的时间内为偿还
提供有限的选择。在 Earnest 的网
站上使用滑块，一个真实的客户
可以调整每月支付的费用，比如
说每月 1000 美元，而 Earnest 会
做出相应的反应。
灵活性只是用于吸引客户的
功能之一，低 APR 是另一个优点。

CommonBond（美国）
在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了
Commonbond 崭新的一面。来自
信用猛 mamm mamm 的可用信
贷额达 2.75 亿美元，其中包括巴
克莱银行，麦金资本。 这个稳定
的基础肯定可以促进扩张，从而
为美国更多的客户带来好处 随
着资本增加，Commonbond 在三
个月内将其团队翻了一番，达到
了 60 多名员工，并聘请了雷曼兄

此外，Commonbond 收购了
Gradible，一个个人金融平台，成
立于 2013 年，为用户提供了无偏
见的个性化建议，以便如何更好
地管理和偿还学生贷款。 随着
“渐层”收购，CommonBond 现
在向雇主提供了一整套针对员工
的固定贷款还款计划，超出了
CommonBond 的学生贷款融资
方案。

渐 层 收 购 使 Com-

monBond 成为行业内第一个提
供全套雇主的学生贷款还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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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评估，再融资和贡献。

供可靠的贷款。 我们可以做

投资者对 Com-monBond 的

一个总结，即 SoFi 正在成为

兴趣及其增长的原因是市场尚未

最大的非银行巨头创始人，并

开发。 今天呢，大约有 93％的学

且很有趣的是看看他们在这

生贷款都是从政府出来的。 像

个方向上的表现。

Sallie Mae（一家发起和服务私人

除了战略决策之外，SoFi

贷款的消费者银行）以及其他私

在 5 月份首次获得了最高信

人贷款机构和 CommonBond 和

用额度，来自穆迪的三重 A 评

SoFi 等初创公司的服务占其余部

级，新债券交易 15 笔，由在

分。

线学生贷款支持的 3.8 亿美
元提供支持。 这是一家创业
在线贷款人首次获得穆迪最
高评级，这对于已建立的借款
Social

Finance

人来说是常见的。 三 A 评级

（SoFi - 美国）

允许一些机构投资者，像一些

对于 SoFi 来说，2016 年是

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寻求最小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同时

的风险，开始购买贷款，增加

考虑到两个重要的举措，即 SoFi

新的需求。

如何希望与旧货银行和抵押贷款
机构保持距离。在开始的时候，
它推出了一个对冲基金，称为

Credible（美国）

SoFi 信贷机会基金，以解决该行

Credible 是首家为学生

业的增长问题。该基金从其竞争

贷款融资信息运行平台的公

对手中获得贷款和一些贷款，以

司之一。 也就是说，该公司

减少投资者的兴趣会威胁到在线

旨在帮助毕业生通过一种形

贷方的增长。该行业缺乏为传统

式转移贷款人并节省学生贷

银行提供贷款所需的存款，所以

款。 该网站列出了从传统银

依赖于能够向投资者出售贷款，

行和信用合作社到对等贷款

以腾出资本来制造新的贷款。索

平台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利率

非是首个发起自己的对冲基金的

和贷款。成立于 2012 年，估

大型创业公司，但并不是首先设

值近 8000 万美元，去年的投

立投资工具来购买贷款。该基金

资额达到 1100 万美元，今年，

也可以使用各种策略。包括使衍

Credible 主要从事运营和为

生品交易对冲利率风险或投注或

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因此在

抵制债券市场的各个部门。

11 月与马萨诸塞州 Edu 建立

在扩大其建立对冲基金之前，

了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财政局

该公司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趣和快

（MEFA）通过 Credi-ble 的多

速的举措，开始将其平台上的房

贷款平台为全国借款人提供

屋贷款直接卖给范妮美。 这种称

学生贷款融资。 目前，所有

为抵押贷款的贷款是非常传统的。

50 个州的 MEFA 教育再融资

有资本要求，他们必须满足一定

贷款均可向借款人提供至少

的要求，特点，最有竞争力的抵

10,000 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

押贷款。 这当然可以让 SoFi 扩
大产品，同时给旧金山的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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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财务评估方面与其非常相似
市场同行仍然落后在后面，更像
LendKey（美国）

在线贷款评分，只关注一个人的

贷款生态系统中心的另一家

教育。

Amazon for students

收到新一轮资金后，它继续

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亚马逊与

向借款人成功承销，发起和部署

增长，并成功登陆德国合作与

富国银行合作采取了一些笨拙的

超过 10 亿美元的贷款资本。私人

WireCard，提供了业务与其银行

行动。 7 月份，亚马逊首次与富

学生贷款和学生融资机会占据了

牌照和德国账户管理。随着这个

国银行合作，为学生购物者提供

大部分的部署，因为硼矿者通过

市场进入，还有 290 万欧洲大学

折扣。 这一伙伴关系一年来一直

LendKey 平台和网络访问了三百

生现在有了访问未来财务的独特

在讨论中，应该涉及两家公司之

多家 LendKey 的贷款人。老年人

贷款模型。

间的多年协议。 这在逻辑上是正

金融技术公司 LendKey 今年宣布，

的数量是由年轻的借款人推动的，

确的。 贷款折扣当然可以鼓励更

对于 LendKey 的旗舰学生贷款和

多的 Amazon Prime 学生注册，

学生融资的总体需求，贷款商品。

这有利于亚马逊，同时也让威尔

这些借款人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斯获得数百万潜在的借款人。

22 岁和 27 岁，
“年轻的借款者是

Climb Credit（美国）

但突然间，宣布六个星期后，

关键任何财务的长期可行性机构

Climb Credit 是另一家公司

富国银行和亚马逊结束了合作关

“，LendKey 首席运营官和联合

相当独特的商业模式。 这个公司

系。 事实证明，亚马逊认为这是

创始人 Mike Stallmeyer。 “如我

是新进入的企业学生贷款市场和

提供一个主要的尴尬 - 当它实

们继续增长势头为我们的贷款人

今年它收到了一个 4 亿美元的贷

际在做的是走向学生贷款的政治

部署更多的资本清楚的是，在线

款 设 施 20 。“ 我 们 开 始 Climb

风暴。 这场暴风雨的速度不断上

贷款是其中的一部分借款人想要

Credit 来资助我们所说的话联合

的经验和需要 - 即使他们第一

创始人说，高投资回报率教育和

次进入信用产品自己或下注 -

首席执行官 Zander Rafael。“它

匹配他们的目标和钱包下来线。

的实际工作的教育，适合学生。
大多数学校不是为学生提供价值

Future Finance（英国）

学生想和雇主想。 辍学率很高，

如果学生贷款的想法仍然是

其中导致更高的默认值，即使你

一个关系，在美国市场，欧洲的

做毕业，你不一定会得到你需要

青春活力市场更年轻，而且在很

的技能。”拉斐尔说。

大程度上新生 但是，公司喜欢未

公司确定了学校正在做好事

来财务等，开始帮助年轻的学生

情 - 从收费降低费用，直接连接

和家庭要学习和生活费用。

培训未来就业需要的技能 以减

而在 2016 年初，未来金融投

少事情的开支像基础设施一样重

资新增 1.71 亿美元，其中包括

点关注学生成绩和教师薪水建立

1300 万美元的股本而未来贷款

学校的数据库，并使用该数据库

则为 1.43 亿美元通过平台[18]。

来承保公司的贷款。 从而，Climb

目前住在英国和德国未来的扩张

Credit 决定改变学生贷款以研究

- sion 计划，这笔资金带来了新

生成功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

的投资者包括 QED 投资者，黑石，

传统贷款模式的另一个转折

科奇奇资本，Invus Op-移民，KCK，

是，Climb Credit 已经设法从正在

DW 合作伙伴等。 公司表示，

开展工作的学校扭转一个协议，

2016 年，它已经处理了 37,000 件

减少学生如果无法找到工作时必

申请已经结束 900％的贷款增长。

须偿还的贷款数额。

涨私立学生贷款通常与联邦贷款
相比高得多。 这导致对亚马逊和
富国银行的批评，消费者团体为
了提供“便宜”的贷款利率，大
多数学生应该选择低利率的联邦
贷款。 一个团体称这对“一个玩
世不恭的企图欺骗当前有资格获
得联邦学生贷款的学生，创历史
最低的 3.76％的固定利率，以高
昂的 13.74％的利率取代昂贵的
私人贷款。
交易的最后结果得到了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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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的好评。 马萨诸塞州民主

另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项目

但它解决了一个与学生贷款有关

党人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

是班加罗尔的学生微型贷款创业

的非常脆弱的问题。毕业后，大

明中说：
“我很高兴亚马逊没有使

公司 SlicePay，该公司在二月份从

多数国际学生在美国追求职业，

用其品牌来鼓励学生从富国银行

Blume Vent tures，Tracxn 实验室

并努力长期留在这里。然而，金

接受荒谬的高利贷私人学生贷

和其他天使投资者那里获得了 A

融机构对这一越来越多的专业移

款。”

系列资金 500,000 美元的资金。

民及其需求的响应速度最慢。尽

SlicePay 让大学生在线从各种电

管展示了承诺和责任（更不用说

子商务网站上购买，并将付款分

每年向美国经济贡献 310 亿美

成 EMI。 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在

元），贷款人仍然坚持过时的贷款

LendEDU（美国）

线信号和离线检查的组合，

模式，阻碍他们获得学生贷款或

除了老牌厂商，我们注意到

SlicePay 将通过其专有的信用引

信用卡。

在一个利基一些新角色与有趣的

擎立即确认或拒绝产品购买。 产

为此，为了帮助学生获得适

商业模式，他们提供解决方案。

品识别，贷款处理和收集的整个

当的美国信贷并建立自己的信用

例如，LendEDU 是学生贷款融资

过程将通过在线和离线机制自动

记录，8 月份的自我评分提高了

的市场。 他们的应用程序可以了

进行。

710 万 美 元 。 Pelion Venture

解学生贷款融资的许多不同选项。

SlicePay 声称每周都会看到

Partners 领导了对自动分析的新

该公司称它为学生贷款的皮划艇。

超过 2,000 名新学生使用其服务。

投 资 ， 由 Ac-cel Partners 和

LendEDU 的平均用户通过偿还学

自 1 月份推出以来，已经看到了

Aspect Ventures 加盟。资金被列

生贷款债务大约节省了 12,000 美

班加罗尔 100 个学院的 5,000 名

为 A 系列，并将公司的总股本资

元。 Y Combinator 的校友，该公

学生借款人。 它已经与主要电子

金约为 1450 万美元。 SelfScore

司已经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

商务网站合作，包括 Flipkar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字。 他们在 2016 年 1 月份就有

Snapdeal 和 Am-azon。 学生可

Kalpesh Kapadia 在印度长大，

7 万名访问者访问他们的网站，

以选择 3 个月至 18 个月的计划

1995 年移居美国研究生院。当他

并且在未来一年有很大的计划 -

时间，利率也会有所不同。

学

首先注意到同化他所谓的美国信

最终该公司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学

生需要提交他们的“学生证”和

贷经济的挑战，即使是学生具有

生贷款市场，正在从事信用卡。

同学的电话号码以及其父母之一

最好的成绩和最高的责任度。根

申请 SlicePay。

据 SelfScore 的市场分析，美国的
110 万国际学生每年花费 310 亿
美元，其中包括学费。

SelfScore（美国）
SlicePay（印度）
（来自 Buddy）

这家公司不是一个贷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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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不同中小企业融资工
具（P2B，中小企业贷款，保理，
人群投资）之间的边界模糊，P2B

（再次，客户的数量问题数量 并

它筹集了 1.2 亿美元，估值为 18.5

在此出现风险管理）。

亿美元，来自中国银行和其他中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

国投资者开发新的业务方向（如

与 P2P 之间的界限，P2P 和简单

P2P 贷款本身就是美国，英国和

财富管理），并将于 2017 年上市。

的在线和小额融资也正在消失。

中国。 在美国，市场领导者

杰代宝还从中国投资者那里进行

“鸡或鸡蛋”的问题（需要有足

Lending Club（贷款来源为 10,9

了 3.8 亿美元的新融资价值 7.8 亿

够数量的借款人和资金为他们服

亿美元，170 万借款人，142 家贷

美元。它也以其接受照片的做法

务）逐渐变成恶性循环的问题（为

款人），一直以最安全的借款人为

而闻名以女性借款人的裸体为贷

了吸引足够的资本，你应该有效

目标，侧重于低利率信贷融资，

款抵押品（其中 10GB 泄露给互

地管理风险，这迫使你区分 竞争

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利率和股

联网，甚至是按时偿还贷款的妇

对手不是通过更好的价格，而是

票价格（由于监管机构的活动）。

女）。公司认为使用这种做法是可

通过更好的受众定位和更好地了

该公司正在寻求业务多元化的新

行的（似乎如果你产生好的回报，

解您的客户），然后到生态系统问

增长动力，吸引新类型的贷款人

钱就不会发臭）。两巨头的成功使

题（如果您不提供新的产品和服

（从加拿大国家银行吸引了 1.3

新玩家涌入市场。其中，

务，客户将离开）。

亿美元），并推出了新业务，如汽

Duanrong（一轮 B，以 1.53 亿美

替代贷款平台的投资者越来

车信贷融资（4T 市场，现在只有

元 筹 集 资 金 5900 万 美 元 ），

越小心（他们不再采取这种概念

40 亿美元再融资 ）。 第二大玩

Weijinsuo（A 轮 4,600 万美元），

的新颖性和创新性的诱饵，更重

家 Prosper（$ 5B 贷款 portfo-lio）

Junrongdai
（1200 万美元 - A 轮）。

视回报和风险），并且变得更大

与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和较高的利

许多玩家脱离竞争，被调查或关

（大型机构投资者和银行越来越

率合作，也开发新的互补产品，

闭，因为被确定为 Ponzi 计划（例

主导 这些平台的投资者方面），

例如 PFM 服务 Prosper Daily（基

如 eSuDai - 330K 客户，Ezubao

这需要来自初创企业的不同层次

于收购的启动 BillGuard）和信用

- 900K 客户）。

的报告，透明度和业务流程组织

卡优化器。

在欧洲，P2P 借贷并不像其

（证券化的更高的专业知识，而

中国市场规模较大（由于人

他在线贷款模式那样发达。 尽管

不是金融创新）。 新一轮创业潮

口众多，传统信用来源可获得性

英国领导人 Zopa（根据借款人的

和资金涌现出来，专注于投资于

较低），但由于一些问题的困扰，

信用风险，引入了三种不同类型

这样的平台。

中国市场规模较大。首先，中国

的贷款，推出汽车贷款和抵押贷

一个简单的市场借贷概念

有大约 2000 个 P2P 借贷平台，

款融资，为外部开发商引入了公

（货币与人与货币需求之间的中

其中一半在产品方面多样化，投

共 API，并将提交数字银行许可），

资风险管理太少，积累

只有少数玩家 其他国家：法国 -

了不良贷款泡沫。第二，

Younited Credit（在 E 系列筹集

这些项目被高估，因为

了 1,650 万美元，起源于 3.3 亿

它们的孤立一般不被

美元的贷款，扩大到西班牙和意

考虑：所有项目都是中

大利），拉脱维亚 - Mintos（需要

国人，只在中国工作，

抵押贷款，与立陶宛，爱沙尼亚，

只有中国投资者。没有

德国，荷兰和 英国客户），德国

人知道当这个闭环打

- AuxMoney（2.683 亿欧元的贷

间件）已经过时了：您应该是非

破时会发生什么。扩大到外国市

款）和 Lendico（扩大到西班牙，

常有针对性的和不同的，或者是

场或吸引外国投资者将大大增加

波兰，奥地利，南非，荷兰，瑞

最好的风险管理（通过大数据分

这些公司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市

士）。

析 或特定目标群体的狭隘焦点），

场上的两个主要参与者是 Lufax

在英国，P2B 贷款服务正在

或具有独特的销售主张（具体条

和 JieDaiBao。 Lufax 与一家大型

快速发展。 例子是资金圈（贷款

件，例如关于抵押品，支付，特

保险公司平安合作，已经从 234M

来源为 1B + +）和 Nucleus（针

定客户等），或最有钱的贷款来源

用户处理了约 482 亿美元的交易。

对不同行业指定的各种针对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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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产品 - 从透支到分解）。

的服务投资组合接近 109 亿美元，

在其他地区，非洲，近东，拉丁

同比增长 42％，达到 77 亿美元

美洲（例如阿根廷非洲）和亚洲

去年同期 2016 年第三季营业收

（印度 LenDen-Club） - 与小额

入为 1.126 亿美元。

融资和 P2B 贷款相比，P2P 贷款
不发达。

在业务发展方面，2016 年 11
月，借款人小组宣布，加拿大国

如前所述，这个行业几乎所

家银行已经批准在未来十二个月

有的创业公司都只在国内市场上

内投资高达 13 亿美元的 Lending

运作。 另一方面，有必要将不同

Club 平台。 投资应由 Credigy 承

国家的借款人和贷款人整合
在一个市场。 发达市场（日
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拥

今年的 Lending Club 管

有超额资金和低利率。 新兴

理变化非常激烈。例如，五月

市场（印度，巴西，印度尼西

份 ， 董 事 会 接 受 了 Renaud

亚）对资本的需求很高（理想

Laplanche 辞任董事长兼首席

情况是低利率，尽管如此，这

执行官的职务。他的辞呈之后，

将远高于发达市场的潜在回

内部审查了向单一投资者出

报）。 为了激活 capi-流动资

售近 2200 万美元的近期贷款，

金，贷款平台有必要在全球范围
内运作，具有足够的信誉（品牌
知名度，受众群体规模，适当的
风险管理）。 很快，服务将会出
现，这将有助于外国借款人和贷
款人从其他国家的这种平台缺乏
借贷平台的国家进入。

担，Credigy 是加拿大国家银行的

违反了投资者关于非信贷和非定

一家美国子公司，专门从事消费

价要素的明确规定。 [4]直到之

金融投资。

后，LC 命名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

其次，Lending Club 宣布推

--San Sanborn，任命一名新的首

出汽车再融资产品，为汽车业主

席资本官

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来节省

Patrick Dunne，任命一名新的首

自己的汽车贷款。 该产品最初正

席财务官 - 前通用电气资本，华

在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推出，

盛顿共和国，摩根大通资深人士

计划在 2017 年初在全国扩张。

Thomas Casey 和其他一些其总

Lending Club 已成为全美最大的

顾问和其他几名高级雇员。

- BlackRock 老 将

个人贷款平台，主要是通过帮助
Lending Club Corp.（美国）

消费者获得低利率的利率，而传

Lending Club 是美国 p2p 贷

统期权比如高利息信贷 牌。 [3]

款网站中的最爱，是少数上市的

目前，汽车债务已超过 1 万亿美

Fintech 公司之一。 2016 年，其

元，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 400 亿

股价继续下滑（归因于管理变化

美元 - 每年再融资。 这对于

和整体担心 p2p 贷款行业），从

Lending Club 的平台和数百万美

一年的 10 美元水平下降至 5.5 美

元的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再融资

元左右。2016 年第三季度的发行

节省成本更实惠的产品。

量为 19.7 亿美元，比 2015 年同

第三，Lending Club 与美国

期下降 12％。[1]这些贷款中的

联合航空公司高度发达的客户忠

2.73 亿美元是由自主管理的个人

诚计划签署了非常合作伙伴关系，

散户投资者提供的，其数量增长

为 MileagePlus 成员提供个人贷

到 142K。 借款人总数超过 170

款，汽车贷款和零售投资美元的

万。Lending Club 自成立以来，

航空公司英里奖励。

Prosper（美国）
Prosper 是 P2P 借贷领域的
另一个庞然大物，自成立以来
（2006 年）[5]起，贷款起始接近
8 亿美元。2016 年，该公司继续
亏损，截止到 9 月 30 日的九个
月 内 ， 公 司 亏 损 7000 万 美 元
2015 年，它失去了 1730 万美元）。
在 商 业 发 展 方 面 ， Prosper
Marketplace 已 经 重 新 推 出 了
BillGuard PFM 应用程序（去年 9

为贷款提供了近 230 亿美元的贷

月 份 收 购 ）， 以 自 己 的 品 牌

款，截至 2016 年 9 月底，该银行

Prosper Daily.Prosper Dai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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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提供 BillGuard 的预算和支

在 2015 年上升了一

出跟踪服务，潜在的欺诈费用警

倍。为此，Prosper 宣

报和信用监控。 该公司表示：
“让

布 与 HomeAdvisor

人们从高利率信用卡中分期偿还

（全国首屈一指的家

贷款可以改变和改善他们的生

庭服务数字市场）

活，”该公司表示，公司只是以准

建立合作伙伴关

发薪日贷款服务的方式作出反应。

系。根据多年协议，

收 购 Prosper 后 ， 收 购

ProsAdvisor 将成为

BillGuard 旨在帮助其继续实现帮

HomeAdvisor 独家

助客户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的目

合作伙伴，通过

标。Prosper 将移动应用视为与潜

HomeAdvisor 网站

在客户互动的方式，即使这些人

为家庭主人提供家

无法获得优先购买贷款。 最终，

庭融资服务。合作

Prosper 的策略是通过新的移动

伙 伴 关 系 还 为

应用扩展其服务。

HomeAdvi-sor 的
预先筛选的网络中
的家庭专业人员提
供了在销售点向客
户提供消费者融资
选项的能力，使其
成为行业的第一
名。这种合作伙伴
关系将有助于提高
Prosper 对 使 用
HomeAdvisor 网站

借款人利率变动情况，随着平台

的数百万人的消费者友好的固定

调整预期风险，高等级借款人看

利率固定利率贷款产品的了解。

到下滑，较低档次下降。 Prosper

[9]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在过去 12 个月中增加了利率，因

房主将能够使用 Ho-meAdvisor

为他们致力于为借款人和投资者

的真实成本指南研究项目成本，

提供均衡的市场。

并通过 Prosper 为其项目融资时
其次，Prosper 推出了一种新
的信用卡服务“信用卡优化”，旨

计算其每月贷款支付额度。
此外，Prosper 在 10
Orchard（美国）

在帮助消费者更有效地管理信用
卡，直接从智能手机。 [8]它通过

月宣布关闭 Prosper Notes（已经

Orchard 是美国的一家市场

为人们及时提供信息，包括付款

证券化贷款）的二级市场。 自从

放贷人，是独特的发起者和机构

提醒，通过卡片的利息支出余额

2009 年 以 来 ， 他 们 已 经 通 过

投资者。 [10]该公司是在线贷款

细分，以及其他关于如何避免潜

FOLIOf 进行二级市场，但从未获

行业的中心，最近举办了许多知

在费用的情况建议，解决普通的

得过许多牵引力。 Prosper 以前

名贷款机构的聚会。

信用卡事故，从而节省消费者的

没有透露二级市场的使用数量，

在春季，乌节宣布其计划并

资金。

但是交易量被认为是低的。 一个

早 日 参 与 了 Prosperon 推 出 的

猜测是 Prosper 决定关闭二级市

“第一个端对端，多对多欢迎来

场以降低成本。

到乌节的电子交易平台，帮助

第三，Prosper 作出了战略性
的举动，进入了家居贷款市场，
随着市场贷款的普及，这一趋势

最后，今年 Prosper 公布了

Mar-ketplace Lending 实现其命
121

运 信贷的未来“。[11]乌节计划

问题。 如果在底层数据中发现任

放贷款 827,356,850 美元，贷款

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促进资产交易

何问题，Orchard 将与发起人合

人 为 1,928,760 户 。

的次级交易平台。 对于公司来说，

作。

1,036,558 笔贷款由 Kiva 提供资

共有

这是公司的一个自然的一步，因

如 果 Orchard 还 没 有 ，

金。平均贷款额为 411.26 美元，

为机构需求已经存在，Or-chard

Orchard 也成功吸引了创始人，

Kiva 用户平均贷款为 10.17。Kiva

已经在半途而废，为投资者提供

进一步促进了发起人的跳跃。 对

目前的所有合作伙伴的还款率为

额外的流动性。

于原创者来说，能够对自己进行

97.1％

进一步在 9 月份，Orchard 宣

基准测试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的竞

这是它的工作原理。 非营利

布推出了 Orchard 数据合作伙伴

争对手。 Orchard 数据计划的创

性的 Kiva 提供了连接借款人和贷

计划。 Orchard 在匿名的基础上

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透明

款人的平台，但并不做任何融资。

跟踪发起人相当一段时间（如最

度，并进一步巩固了乌节作为探

想要借用的小企业主将在线注册，

新的消费者贷款报告所示），但新

索机会和评估平台的地方。

并创建一张带有照片和故事的个

的数据合作伙伴计划有所不同。

此外，在年底签署的两项协

人资料。

合格发起人现在可以分析和比较

议中，有一项是在甲板上提供解

然后，在获得必要数量的朋

其竞争对手的贷款业绩，并与资

决方案来管理机构投资者通过

友和家庭成员筹码之后 - 一万

本合伙人分享自己的数据。 数据

OnDeck Marketplace 采购贷款的

美元的贷款需要 20 人，总共 500

标准化和匿名化。 发现者受益于

报告。 [12] Sandler O'Neill 为全

美元 - 您可以从 Kiva 的 130 万

知道他们的数据集被验证和完整，

球在线贷款行业提供访问，数据，

贷款人开始筹款。 贷款最长期限

投资者受益于资产类别和发起人

分 析 和 洞 察 力 。 Orchard 和

为三年。

之间的标准化数据访问。 这也有

Sandler O'Neill 通过合作，使广泛

此外，在市长 Libby Schaaf 的

助于投资者尽职调查。

的托管机构和专业金融公司能够

领导下，奥克兰市（US）已经开

评估和监控在线贷款市场的机会。

始与 Kiva 合作，向数百名在社会
影响力和经济上被排除在主流贷
款期权之外的奥克兰小企业主提

Kiva（美国）
Kiva Microfunds（通过其域
名 Kiva.org 而闻名）是一个 501
（c）非营利组织，允许人们通过
互联网向 80 多个国家的低收入
企业家和学生提供贷款（尽管大

目前，数据合作伙伴计划追
踪了超过 390 亿美元的发起。

供 0％的利益集资贷款 。
有兴趣帮助小型企业在奥克
兰茁壮成长的人士可以访问
Kiva.org/Oakland，浏览小企业主
的个人资料，并选择他们想借给
谁。收取 25 美元以上的个人贷款，

部分贷款 去非洲国家）。 Kiva 的

直到借款人的全额贷款申请被

使命是“通过放贷来减轻贫困”。

“大众化”为止。此外，它已与万

Orchard 执行质量保证检查，并

截至 2016 年 3 月 15 日，

事达卡签订了五年 790 万美元的

向发起者发送报告，以主动检查

Kiva 已向 1,394,336 户贷款人发

合作伙伴关系，根据撒哈拉以南
122

非洲地区的小农和农村人口的需

这项新服务将成功的直接面

Zopa 的首席执行官 Janardana 说。

求，测试和规模金融服务和贷款

向消费者的方法融入汽车金融行

在推出时，佐巴银行将通过提供

产品。 万事达卡公司的支持强调

业，未来有机会通过销售点技术

FSCS 保护的存款帐户来扩展公

了其承诺实现具有高潜力潜力的

直接与经销商合作。没有其他英

司现有的套件和借款产品套件储

金融包容性战略。 万事达卡基金

国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这种专门

蓄和透支替代品借款人它还将为

会的支持使得 Kiva 实验室能够在

的在线汽车再融资服务，Zopa 首

公司提供多样化的贷款资金来源。

选定的小农户社会企业中引入或

先建立英国。

[21] Younited Credit （前身为法

扩大新的财务产品和服务创新，

第三，Zopa 与 Sphonic 签署

国工商联）Prêtd'union 是其本国

提高社会企业设计和分销新产品

了长期合同，使用 Sphonic 的工

最大的 fintech 创业公司之一 法

的能力。

作流管理器（WFM）解决方案，

国。它成立于 2009 年，并在 2016

以缓解快速移动的数字环境中的

年收到了 1,660 万美元的 E 电子

欺诈。

融资，除了以前的 5800 万美元的

Zopa（英国）
今年的 Zopa 对产品开发和
产品策略颇有说服力。 一开始，
它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贷款产品：
Zopa Access ， Zopa Classic 和
Zopa Plus。这些产品一起旨在为
现有和新的 Zopa 贷方提供更多
的选择和灵活性。 通过为其贷款
产品提供更广泛的选择，Zopa 正
在根据其对风险的需求和所需的
访问级别为英国消费者提供引人
注目的产品。
对于那些通过 Zopa 的多元
化模式提供资金并且不需要额外
的 Safeguard 安全性的客户，他
们创建了 Zopa Plus。 [17]该产品
低迷客户借给 A * -E 市场的借款
人，并通过在组合中包含较高风
险的 D 和 E 贷款，借款人可以从
较高的预测回报率（约 6-7 ％）。
其次，Zopa 为数以百万计的
英国司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重
新定位汽车，并使他们能够切换
和保存 Zopa Car ReFi。 类似于
再融资抵押贷款，Zopa Car ReFi
将允许消费者偿还更昂贵的汽车
金融交易，具有更好的价值，更
灵活的协议。 [18] Zopa 计划破
坏二手车融资市场，估计每年约
有 120 亿英镑的新协议，另外还
有数十亿英镑的现有贷款交易在
英国的道路上行驶。

Sphonic 的核心产品 WFM 利

资金。它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

用来自全球 50 多个领先数据供

旨在连接和实施贷款人和借款人

应商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数据点，

之间的金融交易，而不需要传统

有效发现欺诈行为，并确定真正

的金融机构。与英国和美国的竞

的消费者行为。 [19]

争对手相比，联盟有很大的优势。
是

由于这家创业公司位于法国，所

UNSHACKLED.com 的 第 一 个 财

第

四

，

Zopa

以必须经过法国所有的贷款许可

务部门，如果他们选择为手机融

证。这个许可证将使其扩展到其

资而不是全额支付，则向消费者

他欧元区国家更容易。相比之下，

提供 24 个月的贷款。这是 Zopa

Lending Club 或 Zopa 不能轻易

的第一个在线零售合作伙伴关系，

扩展它工作得很好 到目前为止，

允许客户在一个简单的过程中完

这家创业公司已经投入了 3.3 亿

成手机融资，购买手机和 SIM 卡。

美元（2.99 亿欧元）的贷款。 与

Zopa 为 Unshackled.com 提供的

去年夏天相比，这一指标增长了

服务是 Zopa 使用新开发的贷款

50％。 如果创业公司可以说服生

申请服务的第一个零售点。该 API

活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潜在客户，

已经为 Zopa Car ReFi 产品供电，

这个数字可以更快地增长。

并与许多消费者融资合作伙伴进

值得一提的是，联盟即将全

行了测试。将来，这项技术将扩

面投入欧洲扩张，已经在意大利

展到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
伴提供更多的部分合作伙
伴，为各行业提供 Zopa 独
特的产品。
最后，最重要的是，
Zopa 在 2016 年底终于透
露，它适用于英国的规定成
为一家银行。银行牌照申请
（英国对 Fintech 银行没有
特别许可证，通常会给予其
限制的银行牌照）将提交给
审慎监管机构（PRA）和金

推出，并计划在 2017 年初进入西

融行为管理局。（FCA）Jaidev，

班牙。[27]到欧洲国家。对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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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增长的大型贷款平台，联盟
甚至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收购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普华永道的

业将被提供一种现代的传统银行

研究显示，由于 auxmoney 的复

融资方式。 合作伙伴在客户参与

杂风险使得德国能够获得更多的

以及整个贷款和还款过程中为合

信贷。 该研究的结论是，由于据

资公司提供了补充的知识。

称信用评级不佳，每年高达 660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PostFinance

Auxmoney（德国）

亿欧元的信贷额度不能由分类信

是一个真正的大伙伴。它在瑞士

Auxmoney 目前是德国的大

贷提供者服务。 如果对这些贷款

银行业务方面拥有约 1 年的经验，

型同业借贷网站，据报道，自

申请使用辅助金的风险评估，其

约有 300 万活跃客户。它是瑞士
第五大的零售金融机构，主要的
活动领域是国家和国际支付，而
在储蓄，养老金和房地产领域则
是较小但增长的部分。
据报道，Lendico 虽然继续通
过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但在 2016
年底已经出现了业务问题。它于
11 月份首先停止在 Neth-erland
发行新的贷款[33]，然后在 12 月
份 在 德 国 发 行 新 的 贷 款 [34] 。
Lendico 本身并没有出版任何数
字。如今，2016 年 12 月 7 日火

2007 年以来，该公司的债务总额

中约 30％至 35％的人被错误地

达到 5.000 亿欧元，达到 5 亿多

归类和拒绝。 根据 auxmoney 的

欧元[28]，德国市场份额为 2/3。

记分卡，这些贷款申请的 19 至

[29] 2016 年，该公司协助贷款大

220 亿欧元是“风险很大”。 [31]

约 2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这相当于在这些信用评级中平均

这一数字反映了去年的快速增长。

信贷利率背景下，德国高达 430

这一增长也反映在支付贷款数量

万人的信贷额度。 这可以通过更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2015 年上半

复杂的 auxmoney 信用风险评估

年，发放贷款 6,337 笔，而 2016

来获得。

年同期为 10,688 笔。[30]然而，

箭互联网 SE 发布了 2016 年上半
年的财务报告。有一个简短的提
及，火箭网络 SE 已经为企业持有
的“1948.2 万欧元”下调了“下
降 ” Lendico 。 消 息 来 源 说 ，
Lendico 正在与西班牙银行 BBVA
进行谈判，但未能收紧融资交易。

Mintos（拉脱维亚）

这些数字至少有点奇怪如果我们

Mintos 今天在东欧是一个相

考虑到辅助资金筹集的融资额。

Lendico（德国）

当同行的贷款平台。Mintos 拥有

在 2015 年，它从 Aegon In-surer

Lendico 是另一家位于柏林

超过 14,574 名注册投资者，平均

获得了 1.8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的同行借贷网站，由德国无所不

投资回报率为 12.86％，似乎正在

2017 年 1 月，同样的 Aegon 同

在的火箭互联网于 2013 年创立。

做出明智的步骤。

意通过 auxmoney 贷款平台在未

扩大到西班牙，波兰，奥地利，

来 3 年借贷 15 亿欧元，再投资

南非和荷兰，您可以认为 Lendico

投 资 者 马 可 · 施 瓦 茨 （ Marco

1500 万欧元作为 E 系列股权融

是第一家跨国 p2p 贷款平台。

Schwartz）在他的客座邮件中写

Mintos 特别的是使用抵押品。

资。与公司产生的贷款额相比，

在 2016 年夏天，我们注意到

道，每笔贷款都附在汽车上，这

它触发了一个问题，例如“所有

欧洲的扩张步伐在前进，Lendico

意味着如果借款人不能偿还，那

这些融资资金都在哪里？”也许，

瑞士公司与 PostFinance 合作推

么他或她作为抵押品的任何物品

auxmoney 及其投资者认为未来

出。 在瑞士的合作伙伴共同希望

将被用来偿还投资者。

的增长将会飞速增长。鉴于 2016

建立一种新的中小企业融资形式。

年的运营指标有可观的增长。

通过合资企业，许多瑞士中小企

在 Mintos 市场上，投资者可
以为商业贷款，汽车贷款，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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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和个人贷款提供资金。

9 月份，据媒体报道，投资者

其业务模式相当简单。借款人在

据报通过 Mintos（1 个月）为 700

贷款发起人申请贷款。贷款发起

万欧元的贷款提供资金。它还指

人对申请进行评估，设定利率，

出，自从 Mintos 发布以来，投资

Afluenta（阿根廷）

并从自己的资金中借贷。然后，

者已经收到 100 万欧元的利息，

Afluenta 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这些贷款在 Mintos 市场上市，个

一万多名投资者在市场上融资。

由于该平台需要拥有一个银行账

人和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贷款进

今年早些时候，Mintos 宣布已经

户，因此与所列出的其他平台有

行投资，然后收取每月本金和利

关闭了种子基金，从 Skillion 吸引

息支付。通过投资贷款，投资者

了 200 万欧元 Ventures 是一家位

根据转让协议向借款人购买债权。

于里加的风险投资公司。

[36]

最 后 ， 截 至 2016 年 底 ，
由于贷款发起人将所有新贷

Mintos 宣称现在正在提供多币种

一些区别。 他们是第一个在阿根

款带到了 Mintos 市场，所以对于

投资机会。它旨在促进全球资本

廷被授权的 p2p 市场以及他们正

战略优势来说，使金融机构全面

的自由流动，从而引入了一个工

在计划拓展到拉丁美洲。 [40]他

融入至关重要。为此，在 6 月 16

具，投资者现在可以通过促进投

们最近已经开始在秘鲁运营，接

日，
“民政”组织了一项合作协议，

资多种货币来投资捷克克朗的贷

下来会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智

旨在帮助 Aforti（一家借贷给 Po-

款，这正在帮助投资者和贷款发

利，乌拉圭和巴西。

land 的中小企业的非银行贷款人）

起人消除货币风险。

借给波兰更多的中小型企业。
此外，Mintos 声称现在有 14

该平台于 2016 年在阿根廷，
智利和秘鲁被推出，用于处理超
过 70 万起涉及 6,000 名借款人和

个新的贷款发起人波兰，立陶宛，
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格鲁吉
亚和拉脱维亚。
8 月份，它报告说，在 1,5 年
期间，投资者为私人个人贷款以
及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了 6500
万美元的贷款。该网站确认，大
部分贷款来自拉脱维亚（33％），
立陶宛（31％）和爱沙尼亚（23％），
而最多的贷款来自德国，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荷兰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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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名投资者之间的交易。这些

现了快速增长但不统一的行业。

数字在还在持续增长。 公司前四

[43]

年运营已达到 17 百万美元的交

陆金所记录下来在上半年年

易量。现在，已达到每月 1 百万

共计 3.2 万亿元（合 48.02 亿美

美元。

元）的交易量，注册人数超过

短融网（中国）

在拉脱维亚地区取得相当大

2300 万名用户，其母公司平安集

短融是是另一个位于中国北

的成功后，公司宣布完成了来自

团于上周在其中期盈利报告中披

京的大型 P2P 借贷平台。 它是

国际金融公司（IFC）的 B 轮融资，

露。

p2p 网络借贷平台，公司提供短

IFC 是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和 Elevar

期贷款融资服务平台，为用户提

Equity 的私营部门机构。 IFC 和

供低成本、短期融资服务以增加

Elevar Equity 各投资 400 万美元，
总共筹集了 8 百万美元资金。

点融（中国）

[42]

点融作为中国借款俱乐部被
认为是最成功的 P2P 借款平台。
2016 年是发起贷款金额达到 2.4
陆金所（中国）

亿美元，同比 2015 年增长 148%。

依靠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有限

贷款量的增长由 3.62 投资者发起，

公司，陆金所，中国 P2P 放款人

说明了点融商业模式的广度和范

提供给金融人士的信托证券化资

和经纪人，已经确保其地位为世

围。投资者对相对较低总贷款损

产。

界第二最有价值的筹集资金的金

失率充满信心，简称非执行贷款

融技术创业公司。到 2016 年 1 月

（不良贷款）。 根据两个计算监

公司估值 185 亿美元。 公司最近

管机构要求的不良贷款率的公式，

重新命名了它的业务为 lu.com，

该公司累计不良贷款率（不良贷

美元，一家位于郑州的制药集

共筹集了 12.16 亿美元，超过计

款额除以

团。公司估值融资后的创立 18 个

划计划数量的很多倍。投资者包

累积起始）和当前不良贷款率（不

月的初创企业为人民币 10 亿元

括中国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国泰

良贷款额除以未偿还本金）为

（1.53 亿美元。 继 2014 年 7 月

君安证券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和中

1.17％和 2.46％。 相比之下有利

成立，3 个月后短融收到来自奇

国单位民生银行。 资金将用来支

于平均利率获得投资者约 7％差

持陆金所现有 P2P 贷款业务，多

异构成投资者回报。 [44]

元化进入财富管理等新领域。公

它也成为中国第一家参与

司也想

Hyperledger 块链项目的 P2P 公

扩大跨境业务和提升包装行业贷

司。 跟随实施新的 P2P 规则

款能力。

和一波的开始行业重组，点融会

在一次关于投资者对中国蓬

短融今年也提出了来自富仁
集团的新一轮 B 轮融资 5900 万

富资本管理公司约 1000 万美元
的 A 轮融资。

继续探索财务技术领域，从而进

借贷宝（中国）

勃发展的金融科技领域喜好的专

一步维护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借贷宝是业内另一家大型

业测试中， 公司 CFO 提到筹集

[45]

资金不久之后，陆金所宣布正在
加紧于 2017 年底之前在香港首

p2p 借贷平台，年初已得到商业
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380 万美元的

次公开发行。陆金所的首次公开

投资。这是第二家在过去六个月

发行可能会尽早实现尽管公司还

融资超过 300 万美元的公司。历

在考虑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陆金

时一年的公司现在估值 78 亿美

所 CEO Gibb 说他预计中国在互

元。

联网金融业的整合由前先前飞速
发展有所减缓。 在线贷款已经出

今年借贷宝由于数百名中国
年轻女性裸照泄露事件出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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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害女性大多为大学生，被胁

集团，以爆炸的狂潮贷款总额

迫拍下持有身份照号的裸照作为

9820 亿元（1490 亿美元），2014
年几乎翻了两番金额。

担保。至今仍不知是谁泄露了这

这些所谓的 1000 多个 P2P

些受害人的照片。我们尚

君融贷（中国）

不知精确的受害人数，然而环球

君融贷，一家位于北京的

称 1 月宣布草案规则限制这些贷

报告显示，超过 1000 名女性发送

p2p 借贷平台。它是一家成立于

款人并承诺“清洁市场”。[52]实

了自己的裸照给借贷宝。

2014 年的专注于供应链财务系

际上，中国 p2p 借贷市场是远远

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其项目包

是世界上最大的。 行业互联网金

括会唐网，课栈网，京东，联想，
雅戈尔和平安保。

企业是“有问题的”，中国银监会

融发展迅速作为信贷和投资的需
求替代品是深刻的。

据新浪科技报道，公司已完

微金所（中国）
微金所也是一家位于中国北

成来自春晓资本的第一轮融资。

京的覆盖的领域信用收集、评估

君融贷是正在健康、动态发展的

和管理领域的 p2p 创业公司。它

公司之一，尽管中国经济管理严

为其投资者提供 11.7%上下的平

格。公司未来的计划包括保持其

均年利率，最多 36 个月的锁定期。

在 p2p 市场的领先地位，为了未

根据公司公告可知，在 2016

来市场发展开放行业环境系统，

年二月微金所已经完成由海航集

为借款人降低经营成本和融资成

团有限公司和其中国金融服务部

本。

e 速贷（中国）
e 速贷是一家成立于 2010 年
的中国较早的 p2p 借贷网站之一。
今年起它可能会被列入政府要求
关闭的中国 p2p 借贷平台欺诈黑
名单。自 2010 年成立以来，e 速
贷据称收到来自 33 万投资者 70
多亿元（10.7 亿美元）的集资。
e 速贷解释成“快速贷款”，
被当地警方指控非法收取存款，

e 租宝（中国）

而高管被指控挪用投资人数亿元

e 租宝是一家 2014 年成立于

钱为自己使用。

禹城的 p2p 借贷平台。e 租宝准

夏季，惠州政府官员访问了

确形象地刻画了中国该行业的发

埃斯代的办公室进行检查; 该公

展变化。据新华社官方报道，有

司在网站上发布了消息，并补充

消息传出公司使用庞氏骗局计划

说，它正在合作调查，并已经合

导致当局关闭它，逮捕了 21 名 e

法透明地运作了六年。 如希望和

租宝高管，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

期望，客户存款和取款已被暂停。

500 亿元人民币（76 亿美元）以
及非法占有。
将近 95%的表明 易于租赁

门带头的 3 亿元人民币（4600 万
美元）的 A 轮融资。于 2010 年
成立，微金所包括 70 万注册用户
并已完成超过 6.1 亿元美元的交
易额。

中国的 P2P 借贷行业受到法
律问题的困扰，因为今年早些时
候，主要的 P2P 借贷网站 Ezubao

的 e 租宝投资项目并不存在。新

被发现是一个庞氏骗局。 此后，

华社报道，该网站持有人丁宁已

业界已经看到银行撤出支持，发

被逮捕。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现额外的欺诈报告出现，总体呈

12 月公司通过提供高利率和运

下降趋势。 业主甚至退出了将办

行旁氏计划偿还一些投资者从

公空间租给 P2P 企业。

90 万人左右获取资金。
行业吸引了不大相关的公司，
如钉子和螺丝刀制造公司，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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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贷款活动的综合法律框

恐怖主义融资将需要确保其法律

架，详细规定了“2015 年促进声

和合规职能在这些快速上

音发展指导意见”所载的一般原

更换区域。

中国招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则， 互联网金融的开放。 “临

•业务范围要求：禁止从事 13 种

（中国）

时措施”规定的要求反映了去年

活动，包括：从公众人士或创建

十二月公布的措施咨询草案的内

资产池中获取;开展融资项目推

包括众多欺诈调查报告等，两家

容。 [58]

广

最大的金融机构银行——招商银

“临时措施”对 P2P 借贷平台施

;为借款人提供担保（除非通过第

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已关闭与 P2P

加以下主要操作责任：

三方进行协助）;销售理财产品;和

借贷网站的付款关系，要求第三

•备案要求：

•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来转移

方支付提供商停止允许用户通过

获得营业执照后，向当地财政监

债务。

银行卡购买 P2P 借贷产品。

督管理机构申报。向工信部或其

•观察：

他相关电信管理机构申请电信业

规范平台业务活动范围的负面榜

为高风险行业联系在一起。 像 e

务许可证（ICP 许可证）。

单。大多数限制反映了平台作为

租宝案一样的欺诈是一个原因，

•观察：

信息中介的性质，并设法将其与

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还有

无申请门槛。 “暂行办法”通过

传统贷款人区分开来

人担心的是缺乏可靠的信贷系统，

不断监督，力求规范平台。根据

作为商业银行和投资基金。有趣

可能导致大量不良贷款。

在中国 P2P 行业动荡一年后，

银行不想与越来越多的被视

更详细的规则发布，目前尚不清

的是，债务转移并没有被完全禁

下半年，中国 P2P 贷款行业

楚确切的申请要求。但是，地方

止，因为正在执行这些服务的大

的情况更加糟糕。 考虑到其高调

财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平台进

量平台。

的诈骗案件，银行支持经济放缓，

行评估分类，发布评估结果和平

•资金管理要求：

行业在中国城市面临问题，因为

台备案记录。

必须分开自己的贷款人和借款人

没有房东想租房。 其中一部分当

•数据管理要求：

的资金和资金。聘请合格的金融

然是担心这些公司将会消失，因

按照与其约定的合同条款，对财

机构三分之一

为他们已经停业了（已经有很多

务对手方进行交易。收集，分析

同业银行保管人。与每个银行，

人），或者因为他们已经被淘汰出

并发布关于直接借贷交易的公开

贷款人，担保人和银行保管人签

来，就像 e 租宝的庞氏骗局一样。

记录信息。对交易各方的风险凭

署资金托管协议。

但是，上海的一名建筑工人

证，借款人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

•观察：

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当一家 P2P

以及拟议的融资项目的真实性进

银监会本月初发布了“P2P 基金

公司破产时，其客户 - 数以百计

行各种背景检查和审查。保护借

托管商业指引”咨询稿，其中规

的日常公民的投资已经消失在互

款人和贷款人的信息，并保存交

定了 P2P 借贷平台管理资金管理

联网中，来到这个建筑物，抱怨

易信息记录和交易对手的在线沟

的更为详细的规定。如果这些规

和寻找答案。 该文件的来源说，

通记录五年。

则是以现行形式颁布的，则要求

它降低了整座建筑的价值。

•观察：

可能会禁止较小的平台吸引保管

国内收集的信息必须在中国存储，

人，因此，这种平台运营商可能

处理和分析，不能传输到国外。

会被禁止进入中国的 P2P 市场。

外资平台如果目前在海外传输数

•借款上限要求：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

据，可能需要对其数据管理系统

中国监管机构根据“暂行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公

进行完善。预计会有更详细的执

中的原则引入具体借款限额，明

安部和中国网络管理局（“CAC”）

行规则

确目标是将 P2P 贷款限制为有利

联合发布 对等信贷中介机构业

发布数据隐私和技术标准，以促

于大众的小规模经营活动。根据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进更好的遵守。平台还要遵守有

“暂行办法”，个人在单一平台上

“暂行办法”）。 [57]“暂行办法”

关信息安全，反洗钱和柜台的其

可以借款的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是第一个具体规范中国对等

他相关规定

20 万元，在多个平台上可以借款

中国 P2P 借贷行业新规制
2016 年 8 月 24 日，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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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00 万元。各自

托管帐户用于持有第三方款项用

在快速增长。 [61]这些模型将通

公司实体的上限为人民币 100 万

于结算。节点帐户需要一个单独

过分析在线，社会和金融行为来

元和 500 万元。然而，如果没有

的节点银行。 [60]代管帐户是由

帮助提高可预测性，从而使 I-

记录所有 P2P 借贷信息的集中式

第三方代表其他双方（在这种情

lend 具有显着的准确性。这种可

数据库，平台就难以跨越多个平

况下，贷方和借款人）在交易期

预测性将有助于定价贷款，开放

台来确定借款人的未偿债务总额。

间持有的临时通行账户。

新细分市场并提供更好的财务业
绩。
最后提到，在第三季度，i-

I-Lend（印度）

Lend 已经与信用风险评估和验

I-Lend 是印度 P2P 业务中海

证公司 Lenddo 合作，该公司使

得拉巴的先驱。它是唯一的从

用社会和非传统数据进行信用评

LenDenClub（印度）

KYC 到端到端自动协商签名以及

分 。 新 加 坡 的 Lenddo 由

LenDenClub 是领先的 P2P

资金移动的 P2P 播放器之一。今

Life.SREDA，AT Capital，Omidyar

贷款平台之一，在受到严格监管

年，它与一家领先的大数据解决

网 络 ， Blumberg Capital 和

的印度贷款行业运营。这是一个

方案提供商

Golden Gate Ventures 提供支持。

将经验丰富的借款人与个人贷款

Venture 达成了战略协议。

- 英 国 Cove

首席执行官说：
“在借贷我们使用

人联系在一起的平台，它将传统

根据这一战略协议，两家公

借款人的财务数据评估他偿还贷

和非传统数据点结合在一起，以

司都将在印度备选金融和 P2P 贷

款的能力时，我们认为使用社会

验证借款人的信用。目前，该平

款行业应用 AI，深度和机器学习

数据来了解个人的行为并评估其

台于 2014 年成立，目前共有 725

算法，以确保印度城市和农村更

付款意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

家贷款人和 1,120 名借款人。

多的人能够以适度的利益获得信

估较大部分的借款人“。

4 月 份 ， 通 过 Venture
Catalysts 平 台 ， 从 Anirudh
Damani ， Daud Ali ， Narendra

I2IFunding（印度）

Karnavat，Vikas Kapoor，Vikram
Lakhotia

，

Krishna

I2IFunding 成立于 2015 年

Jhun-

10 月，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在

jhunwaala 和 Jayesh Shah 获得了

五个月内，他们已经有 600 多次

不间断的资金。

登记。该团队称，他们已经关闭

考虑到对等对等咨询文件中

了约 30 笔贷款的资金，拥有 170

的 RBI 要求，LenDenClub 于 7 月

多名投资者，投资额度超过 70 万

份推出了新增功能，包括从注册，

卢布。 [62]五月份，一批天使投

文件验证，信用分析，交易匹配

资者已经筹集了三十万美元。来

到贷款人借款交易周期的端到端

自孟买的两位天使投资者和一名

自动化报告生成。它还开发了基
于算法的程序，基于人工智能构

贷。印度替代金融和 P2P 贷款行

建，以审查借款人的信誉。 [59]

业在未来几年预计将增长到超过

另外，经过 RBI 的咨询文件

20B 的业务，而且该行业目前正

的发布后，包括 iLend，Faircent，
LenDen-Club 在内的几个玩家开
始了像 IDFC 这样的银行合作伙
伴关系使用 es-or 或者 nodal 账

日本的印度投资者参加了这一轮，
联合创始人伊比芬德的 Vaibhav
Kumar Pandey 告诉 Techcircle。
但他拒绝透露投资者的名字，
但表示他们已经承诺进行跟进。
这些资金用于扩大技术，并在
地理上增加其存在。

户。恶意化也导致平台上出现的
贷款人增加了 20％以上，一些玩
家的门票大小也增加了。节点和
129

另外还建立了一个有趣的基

金，零售投资者的主要保护基金，

人们永远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

并计划为该基金提供 5％的支

所以这一举措将成为一种保护措

付贷款作为投资者的安全措施。

施 ，“ i2ifund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零售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即使回

Vaibhav Pandey 说。

报有所减少，他也不应该放弃
他投资的本金。对于投资者可
能面临的违约数量的微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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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的玩家人数并不多，

（ Kikstarter ）， 创 业 公 司

Tradehero。

实际上可以吸引新玩家客户，不

（AngelList）或投资其他私人公

要吸引那些来自传统玩家的人，

司（SharesPost，Second Market）。

而是吸引那些从未被服务过的人。

大多数公司都是以美国为基地。

EToro 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受

SigFig（800K 客户，拥有 350 亿

欢迎，一方面吸引新来的社交网

美元的资产 UM，从瑞银和桑坦

Robinhood（美国）- 投资促进者

络寻找投资策略并提供来自世界

德筹集了 4000 万美元）; 改善（拥

Robinhood 今年宣布了一个

各地成功的私人投资者的建议。

有$ 4B 资产的 150K 客户 UM，发

里程碑，因为它处理了交易中的

另一方面，它吸引有经验和成功

起改善业务 - 向 UBER 司机提供

12B 美元，是 6 月份的两倍，并

的投资者通过其知识和行动来获

计划）筹集了 1 亿美元，价值约

声称已经节省了 2 亿美元的佣金。

利。 Motif 投资打赌实际上并不

为 7 亿美元）; 个人资本（$ 3,4

为此，它在平台上推出了几项进

一定是必须阅读财务报表，当消

资产 UM，募集资金 5000 万美元，

展，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增加购

费者对感兴趣的事情在现实生活

价值约 5 亿美元），Acorns（850K

买力和即时再投资。 随着交易时

中高兴地感到失望时。它销售

客户，从 Paypal 和乐天筹集了

间的延长，Robinhood 现在每天

“Motifs”或投资理念。目前它处

3000 万美元）; SprinkleBit（10K

提供 2.5 个小时的交易时间，这

理 151 个主题，9,1000 个创建的

客户，新增$ 10M）;

在盈利季节特别有帮助。 这些功

社区和 130K 私人用户。目前，它

白皮书解决方案市场饱和，

能是 Robinhood 用户最需要的，

处理 151 个主题，9,1K 个创建的

其客户是经纪人和银行：

现在每月可以获得 10 美元。 最

社区和 130K 私人用户。 Motif

Addepar ， Advizr ， JemStep ，

后，即时存款，Robinhood 通过

Investing 继 续 与 股 东 - 高 盛

MyVest，NextCapital，Riskalyze。

直接转入您的交易账户来消除三

（Goldman Sachs）紧密合作，并

欧洲有一些大的球员，如英

与 Yahoo Finance 建立了新的合

国 Nutmeg（25K 客户，拥有 6 亿

虽然这些功能对于行业来说

作伙伴关系，因此现在您可以通

美元的资产 UM 和 4200 万英镑

并不是新鲜事物，但 Robinhood

过自己的应用跟踪主题。 Loyal3

的投资）; 德国 Raisin（50K 客户，

可以提供更多的访问权限，这意

拥有 1,7B 美元的资产 UM，与 20

味着这些功能都可以按月付费，

天的 ACH 等待期。

家银行相结合，并在西班牙和法
国市场推出）; 日本 Monexo 上
市，并启动了 VC 投资创业公司。
在 亚 洲 ， 日 本 的
MoneyDesign（Theo）正在通过
与银行的合作来发展。
让许多追随者和粉丝的品牌将他
们的股份出售给他们，以鼓励他
们之间的忠诚度。 例如，2016 年，
T-Mobile 和 Domino 为其忠实客
户提供了一些他们所做的某些活
动。
网络交易创业公司的另一个
问题是他们对经典金融工具（如
现金工具（证券等））和衍生工具
（交易所，OTC）的狭隘关注。 虽
然投资机会更多 - 存款，房地产
投资（RealtyMogul），向企业/个
人 （ P2P /P2B ）， 产 品 投 资

像

Algomerchant ， Call Levels 和
Tradevawe 这样的新加坡市场领
导者表现出很好的牵引力，但仍
然很小。 香港 8 家证券（Chloe）
试 图 在 香 港 和 东 京 采 用
Robinhood 的模式。 此外，美国
企业也开始积极超越国内市场。
与 百 度 和

eToro

合 作 的

Robinhood 与 Lufax 合作进入中
国。 与 Alkanza 合作进入阿根廷
和智利，印度（含 SIC），今年的
收购包括 Invesco 的 Jemstep，
TIAA 的 MyVest 和 Ayondo 的

而不是传统经纪公司提供的复杂
的定价结构。 Robinhood 的业务
发展值得注意的是，6 月份，它在
中国推出，将中国居民连接到美
国股市。 Robinhood 的第一次整
合是百度的 StockMaster 应用程
序，为日常投资者提供了强大的
市场分析能。Robinhood 还任命
Amy Gu 为顾问委员会，担任指
导扩大中国 Robinhood 平台的重
要顾问。 顾先生最常被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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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note 中国区总经理，三年以

牌自动投资于客户的期货，作为

来用户数达到 1500 万。

与他们购物的回报，将范式从现

Advizr 是另一个美国的白色

金转回现金。 当客户用这些品牌

标签解决方案，它提供可与财务

使用与 Acorns 相关的相同卡片

顾问系统集成的财务计划软件。

花钱时，这些公司将投资于他们

今年，它为其财务规划平台增加

的 Acorns 帐户。

了新的增强功能，帮助顾问制定

Acorns（美国）-投资推动者

高质量的计划，同时给予客户所

Acorns 是一家基于 CA 的在
线投资管理公司，通过“整理”
卡片交易，帮助消费者进行投资。
它试图通过连接到财务账户来将
支出与储蓄挂钩，以对每笔交易
进行投资。 消费者可以定期转账
到投资账户和/或投资一次总额。
迄今为止，Acorns 拥有 85 万
个投资账户[3]，其中约 75％的用
户在 18 到 34 之间。在 2016 年
4 月，它收到了 PayPal 的 3000 万
美元的战略投资，由乐天金融科
技基金会参与。 这使得团队的总

决方案

需的访问权限。 Advizr 平台现在
Addepar（美国）-白标解决
方案
Addepar 是位于山景城的白
标标签解决方案，成立于 2009 年，
构建了简化投资者和顾问投资组
合分析的技术。 为家庭办公室和
财务顾问以及基金管理和管理提
供平台，综合数据汇总，投资分
析和报告的产品，以及提供保管
人，基金管理人，集成合作伙伴，
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和云服务的
网络。
今年，它宣布了主要的公司
里程碑和技术的重大更新，特别
是可用的 Addepar Open API。随
着 97％的增长，Addepar 现在在
其平台上报告了超过 5000 亿美
元的资产，并为 200 多家财富管
理人员，家庭办公室和大型银行
提供关键任务技术。 在过去一年
中，Addepar 在其名单上增加了
85 位新客户和合作伙伴，其中包
括 Crescent Grove Advisors ，

拥有五个新增功能，有利于咨询
实践管理和客户体验。
最值得注意的是，Advizr 已
经创建了一个交互式智能模型，
可以将每个客户端数据点自动整
合并分析到一个动态场景规划模
块中。 计划中的每个变量都可以
在接收瞬时屏幕反馈的同时进行
操作。 Advizr Interactive Smart
Model 是唯一拥有即时优化多个
异步目标的能力的平台。此外，
它 还 扩 展 了 其 BlackDiamond®
财富平台的功能，包括增强报告
和商业智能功能，以及来自
Advizr 的财务计划和 Riskalyze 风
险调整的综合经验。

Crow Holdings，Dynasty Financial
Partners，Jefferies 和 Tiedemann
Wealth Management。
此外，在 2016 年 9 月，
Salesforce.com

[7] 宣 布 与

Addepar for Salesforce 的 Wave
资金[4]达到 6200 万美元。
此外，Acorns 在五月推出了
“Found Money”计划，其中包
括 参 与 零 售 商 Hotel Tonight,
JackThreads,

Jet.com,

1-800-

Financial Services Cloud 合作，通
过 分 析 工 具 [8]为 财 务 顾 问 提 供
支持，以查看不同的孤立资产类
别，为客户提供可视化的单一整
体 。

Flowers. com and Dollar Shave
Club。 这个创新的新计划允许品

Advizr（美国）-白标标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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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与 UBER 合作，提供司
机财务咨询和退休计划服务。具
Betterment（美国）-数字退休解

体来说，Uber 司机可以建立一个

决方案

传 统 的 或 Roth 个 人 退 休 账 户

Betterment 是成立于 2010

（IRA），投资于第一年免费的低

年，总部设在纽约州的最成功案

成本指数基金（也有 没有必要的

例之一，并声称拥有超过 15 万名

最低余额开始）。 [14]对于未经

通过该平台投资近 40 亿美元的

批准的 IRA，基本上是提供大量

客户。 [11]在 2016 年初，宣布正

减税的储蓄账户。

式启动“商业改革”[12] - 401（k）

最后，Betterment 在瑞典投

平台，其使用更智能的技术，并

资公司 Kinnevik 领导的融资方案

为所有计划参与者提供个性化投

中筹集了 1 亿美元，该公司以 7

销售。

资建议，现在正在为特许集团 的

亿美元计价美国 robo 顾问。 这

“Katana”的 AI 也综合了财务账

计划发起人和参与者。

些钱用于扩展 Betterment 的功能

户，房地产和私人投资，并可为

套件，公司忙于推出诸如同步帐

富裕的投资者提供房地产和计划

户和小企业服务等。

工具。

在产品发布方面，它宣布了
所有客户的账户汇总，所以他们

Hedgeable 称 之 为

现在可以安全地同步其外部财务

Hedgeable 的“老大师”
（与

账户，如 401（k），IRA，应税账

他们的武士主题保持一致）说，

户，抵押贷款和其他机构持有的

公司的目标是使用 AI 和机器学

贷款 - 与其 Betterment 帐户。

习来驱动现有的私人银行的业务。

这将使客户能够在一个地方看到

凯恩说：
“多年以来，数字化咨询

他们的总净值，这将有助于

领域被忽视，并被扼杀为没有储

Betterment 提供更好，更全面的

蓄的孩子的”工具“，但是

个性化建议。

Hedgeable 的”武士武士“将开

第 二 次 发 布 是

始改变这种想法。

Tax-

Coordinated Portfolio™的一个发

HedgeAble（美国）-数字财富管

行版，该功能使得知名的资产定

理

位投资策略自动化，以提高投资

Hedgeable 位于纽约市，是

者的累积税后回报。 税收协调的

一个具有网络和移动应用功能的

投资组合将多个账户作为单一投

数字财富平台，可让个人投资于

资组合进行管理，将较少的税收

可定制的投资组合。 该公司强调，

富管理解决方案，于 2008 年推

投资纳入更有利的税务账户。 改

通过不设定配置，积极管理账户，

出 ， 总 部 设 在 CA 。 它 运 行

善研究表明，在一个广义的情况

应对变化和市场动向，实行“战

Jemstep Advisor Pro，为客户参与，

下，所有三种类型的账户的储蓄

术 投 资 ”。 本 公 司 仅 投 资 股 票

入职和服务交付提供 Robo 技术

显示估计的年税后利润为 0.48％，

ETF，不使用杠杆，期权，期货，

的投资顾问。Jemstep 是第一个

相当于 30 年以上额外的 15％。

衍生工具或短仓。

专注于帮助顾问向在线客户提供

JemStep（美国）-白标解决
方案
Jemstep 是相当老的数字财

今年 10 月，HedgeAble 推出

专业建议的数字平台之一。

了高净值投资者 - 武士武士的

Jemstep 平台使得管理家庭办公

产品，这是一种新产品[15]，其数

室及其顾问能够获得灵活，可定

字私人银行服务旨在为至少 100

制且易于集成到现有系统中的全

万美元的帐户。 [16]使用人工智

套技术解决方案。

能，税务武士自动实行税收投资

重要的是，在 2016 年初[18]，

组合，交易和转移以及覆盖物对

Invesco 有限公司收购了面向顾

持有的下行保护 Hedgeable 不能

客的数字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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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 Jemstep，它标志着由大型

MyVest 是该领域的先驱者，

美 元 的 B 系 列 融 资 后 ，

资产经理第二次购买 robo 顾问，

成立于 2003 年，总部设在 SF，

NextCapital 表示，将投入新资本

BlackRock

它帮助经纪人，银行，RIA，资产

用于发展业务，并有助于加快其

管理公司和在线顾问及其云计算

数字咨询平台的扩张。 因此，宣

平台，允许他们为他们提供定制

布在佛蒙特州伯灵顿设立新办事

服务 客户。 它的核心产品是其

处。 该办公室将由该公司的联合

去 年 决 定 购 买

FutureAdvisor。

Motif Investing（美国）-获得
新投资理念
Motif 成立于 2010 年，现在
位于 CA，它是一个交易平台，允
许投资者采取如下趋势或投资风
格的投资理念。 它创建了称为
“图案”的加权篮，由最多 30 个
股票或 ETF 组成，代表投资概念。
到目前为止，它有 151 个专业制
作的图案，9,100 +发布的社区创
作图案，130,000 多个由投资者定
制的图案。
5 月份，高盛与高盛签订了
通过结构性投资授权和部署
Motif Capital 专题指数的独家协
议。 这些结构性投资将捕捉全球

战略投资组合系统（SPS），这是
一个基于云的软件和服务平台，
可以在单一统一的系统中为整个
企业提供全面的财富管理。
今年也由 TIAA 收购，该公司
是监管资产超过 860 亿美元的保
险和退休产品提供商。 MyVest
自 2009 年以来一直与 TIAA 合作，
并将继续在 TIAA 的产品线上合
作，纽约的买家在一份没有披露
条款的声明中说。 MyVest 使用
基于云的软件和服务平台为储户，
顾问和财富管理公司提供个性化

创始人 Rob Foregger 领导，该公

的投资信息和建议。

司是佛蒙特州企业家和 UVM 校

此 次 收 购 之 后 ， TIAA 和

此外，Next Capital 与 RBC 财

MyVest 将继续携手合作，为 TIAA

富管理合作。早在二月，RBC 签

主题如美国老龄化的影响。 该协

署 了 总 部 位 于 旧 金 山 的

议汇集了高盛集团的广泛结构性

FutureAdvisor 另一份合同，共同

投资产品和 Motif Capital 的专业，

成立于 2010 年由博·卢背后大金

系统和透明的专题投资方法。 这

融服务公司获得或发展 ROBO-

些结构性投资应通过创新的投资

顾问的想法是让顾问服务大众市

工具为投资者提供专题指标建设，
能够映射各种市场预期和风险偏

的大量金融服务产品提供简化的

好。

咨询和规划技术，从退休计划到
此外，它已经与雅虎财经合

友。

IRA 和银行产品。

场客户端的完整苗圃 谁不介意
机器人的头脑，因为他们的资产
逐渐增长，希望达到数百万。

作，所以现在任何使用雅虎财经
手机应用程序的人都可以轻松地
将 15 个可用主题之一添加到其
观察列表中。 可以在可配置的仪
表板中提供这些清单，您可以在
其主页上直接添加，删除和重新
排列股票。 一个主题，是围绕主
题，投资风格或多资产模型构建
的智能加权篮子。

Next Capital（美国）-白标解
Personal Capital（美国）-直

决方案
NextCapital 是一家芝加哥公
司，为企业提供数字化咨询。 与
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合作，

接向消费者提供顾问帮助个人资
本
成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红

NextCapital 通过一个集成平台为
所有美国人提供财务咨询，从而
提供自动化的个人财务咨询，包
括整体规划，储蓄咨询和投资组
合管理。

MyVest（美国）-白标解决方案

今年，在最近筹集了 1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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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城，提供免费软件跟踪财务投

险承受能力，以帮助更好地将其

4 月份，它与剑桥储蓄银行合作，

资以及全面的财富管理服务。 截

投资组合与其期望相一致。 它提

开始为直接捆绑在银行现有产品

至目前，该公司超过了这一里程

供三种不同的产品：确定客户风

中的账户持有人提供一个综合的

碑，在去年的管理中增加了 15 亿

险的风险，客户门户的自动驾驶

自动化投资服务。

美元，达到 34 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和自动资产管理以及合规性云，

在不到 12 个月的时间里，超过

合规性相关解决方案。

另外一家银行是富国银行，
他在二零一七年开始从事一家数

80％的增长。 个人资本在其咨询

11 月 ， 它 获 得 了 由 FTV

字咨询服务。该公司希望从

委 员 会 哈 里 · 马 可 维 茨 （ Harry

Capital 领导的 2000 万美元的少

SigFig 公司获得专业知识，帮助

Markowitz），1990 年诺贝尔经济

数股权增长股权投资。 该公司表

它建立一个平台，承诺帮助投资

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现代投资

示，该投资被认为是其第一次外

者建立，实施和重新平衡定制的

组合理论之父”，他在投资组合建

部机构，并将用于扩大其数字产

投资组合基于对投资问卷的回应。

设中的工作。

品线，该系列已经包括公司的旗

同样的目的，它已经同意组

每位客户的平均 AUM 现在

舰 Riskalyze 产品，自动驾驶仪

建一个战略联盟，为瑞银 WMA

是 30 万美元。 平均来说，用户

robo 平台和 Compliance Cloud

[33]，其财务顾问及其客户开发

汇总了 15 个不同的财务账户，包

大数据分析。

金融技术。 作为这一战略联盟的

括 401（k）个账户，IRA 账户，

一部分，SigFig 为瑞银 WMA 的

贷款，信用卡，储蓄和支票账户。

7,000 名顾问创造和定制数字工

个人资本用户有能力通过触摸按
钮来全天候监控他们的退休和投
资状况 - 10 万美元可投资资产
的活跃用户每月平均登录 12 次，
而数量增加到 17 每月超过 100
万美元的时间。
此外，在五月份，该公司已
收到电力金融公司集团 IGM 金融
公司 5000 万美元，另外还有 2500
万美元的投资额将在 2017 年第
二季度达到增长的里程碑。该投
资使 IGM [28]有机会参与美国
新兴的数字财富管理行业。 个人
资本的估值大概是 D 系列轮换的
估值约为 5 亿美元。

SigFig（美国）-数字财富管
理

决方案

Riskalyze 是基于 CA 的第一
个定量系统，用于确定客户的风

识，增强客户的数字体验。

Sigfig 是另一家数字财富管
理公司，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
成立于 2011 年。它将投资整合到

SprinkleBit（美国）-获得新
投资理念

单一的仪表板中，并允许用户分

SprinkleBit 是 一 家 创 始 于

析其投资组合，支持个人账户，

2011 年的创业公司，可帮助您投

联合账户，各种 IRAs 和 401。 迄

资于朋友和专家的指导。 最新的

今为止，已有超过 80 万人使用

用户超过 10,000 人。 最初，

SigFig 来管理和追踪超过 350 亿

SprinkleBit 主要作为基于 Web 的

美元的投资。 SigFig 与其他一些

社交网络，用于分享股票技巧，

robo 顾问专家（如 Betterment 和

教育投资者以及大量采购投资者

Wealthfront）不同，他们更少集

见解。 创业公司不是证券经纪商，

中在干扰传统的供应商，而不是

并开始通过 Equinox Securities 运

与他们合作。

营的交易平台，在 2014 年年底开

在资金方面，SigFig 在 5 月
Riskalyze（美国）-白标标解

具和服务，以补充他们的专业知

始为用户提供经纪服务。

筹集了 4000 万美元的新融资，其

据创始人亚历山大·沃林

中包括来自瑞银和西班牙桑坦德

（Alexander Wallin）透露，今年

银行的 Fintech 风险投资基金的

以来，新加坡成立了一家位于阿

投资。

塞拜疆巴库的私募股权公司 GTC，

两家大银行加入

Comerica（其中提供了 700 万美

筹资了 1000 万美元。 这笔 1000

元的债务设施），伊顿万斯，纽约

万美元的资金使 SprinkleBit 的总

人寿以及顶级风险投资公司贝

资金达到 1370 万美元，并将在未

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DCM，

来六个月内分配。 Wallin 写道：

Nyca Partners 和联合广场资本

“由于我们的平台在 iOS 和网络

投资公司。

上全面投入运营，社交，教育，

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保费和经纪人都在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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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3 免费出售股票。

在业务发展方面，它已经为
其产品部署了新的功能，目的是
使全球投资顾问能够通过公司的

DriveWealth（美国）-获得新投资
理念
Drivewealth 是 另 一 家 经 纪
商，今年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
市场准入方面有很多话要说。 例
如，首先，它与 Alkanza Inc.（一
家位于硅谷的注册投资顾问）合
作，从阿根廷和智利开始，向拉
丁美洲提供高级数字投资咨询服
务。 Alkanza 和 DriveWealth 之
间的合作使得拉丁美洲的投资者
Loyal3（美国）-投资促进者，
忠诚度工具

有机会拥有专业管理的美国证券
投资组合，价格低于许多美国居

Loyal3 是一家旧金山的贸易

民支付类似服务的价格。有意开

公司，今年我们听不到很多。 6

设完全管理的投资账户的阿根廷

月份，美国移动 T-Mobile 透露了

和智利投资者现在可以通过

一个计划，为用户提供单一股票，

Alkanza 网站开设账户。

以换取新客户。 在这个计划的招

第二，它与 SIC 全球和咨询

股说明书中，T-Mobile 建议，这

FZC（SIC）合作，以实现印度投

财富管理 API 为多家经纪公司提

三种不同的原因之一可以交给

资者的美国股票交易。 SIC 投资

供服务。IA 现在可以为不同的客

T-Mobile 客户“谁是个人”
（而不

应用程序提供移动美国股票访问

户设计定制投资组合，具体取决

是企业）。 股票可以作为客户，

印度投资者，使他们能够从手机

于风险简介和帐户大小，并在全

成为客户或引荐新客户。 看起来

开设美国现有投资账户，转移资

球范围内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比较简单 美国移动电话还表示，

金和交易。 通过与 Drive-Wealth

该解决方案正在使用实时小数股

通 过 LOYAL3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的合作，SIC 能够为印度投资者提

份，这可以将客户的最小账户余

（“LOYAL3 证券”）的公开市场购

供建立全球多样化的美股，ETF

额降至零。 这使得投资顾问能够

买股票，赎回“股票升值”将“充

和 ADR 投资组合的能力。 投资

向广泛的客户群提供他/她的服

实”。

者也将具有独特的投资份额的能

务。

T-Mobile 的 计 划 以 以 下 方

力，有效地消除了许多印度投资

式工作，您需要让某人注册一个

者在投资美股时所面临的障碍。

积极的后付费消费者帐户。 如果

第三，DirectFX Trading and

在 5 月 29 日至 6 月 6 日之间有

Drive-Wealth

在

流

行

的

一位朋友注册，用户将有不同的

MetaTrader 4 交易平台上推出了

Ellevest 是前花旗集团首席

赎回期。 你注册的每个人都会给

交易所上市的美国股票和期货交

财务官 Sallie Krawcheck 刚刚在

你一个股票奖励。 一个“股票奖

易。 这是由 DriveWealth，Direct

2016 年推出的数字投资平台。

励”可以兑换一台 T-Mobile USA

FX Trading Pty Ltd 和 oneZero

在花旗集团之前，她曾担任美国

普通股。 您可以在一年内潜在地

Financial Systems 之间的合作伙

银行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总裁，

赚取/达到 100 股。 买卖是通过

伴关系造成的。 该平台将利用来

Smith

“LOYAL3”完成的。 如果您通过

自 oneZero 的技术提供美国上市

Bernstein 首席执行官。

此计划获得股票，您可以在首次

股票，DriveWealth 将实现期货，

获 得 股 票 后 的 12 个 月 内 通 过

外汇，差价合约和二元期权。

Ellevest（美国）-数字财富管理

Barney

和

Sanford

直到推出这个想法和原型后，
9 月份 Ellevest 已经筹集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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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实际推出其妇

命了一名新任首席执行官 - 马

份，欧洲的 5 万多人通过其平台

女数字投资平台。 A 轮融资由

丁·斯坦（Nut Stein），目前的营销

投资了 17 亿欧元（14 亿英镑），

Morningstar

总监。 Nick Hungerford 于 2011

这个数字是 4 月份的 10 亿欧元

年共同创立了 Nutmeg，自从一

（8.60 亿英镑）。葡萄牙有 20 家

开始就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正

银行签署了平台，并宣布，中国

在抛开非执行董事的角色。 [44]

海通证券旗下子公司海通银行正

金融新闻报道，在某些董事会成

在加入。

（

一

家

员和投资者动荡之后，Nutmeg

4 月份，它还推出了第一个

已经开始寻找新的首席执行官

泛欧市场。随着这次发布，柏林

投资研究公司）领导，其中包括

[45] ， 几 周 后 进 行 管 理 洗 牌 。

的公司正在建立第一个真正的欧

一些金融巨头，如安联首席经济

Nutmeg 由基金经理 Schroders，

洲存款市场。为了向欧洲各地的

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PIMCO 前

伦 敦 VC 投 资 公 司 Balderton

储户提供这种方便的解决方案，

任首席执行官; 万事达卡总裁兼

Capital 和 Carphone Warehouse

葡萄干与 Keytrade Bank（比利时

首席执行官 Ajay Banga; 和瑞士

联合创始人 Charles Dunstone 爵

领先的直接银行）合作，提供葡

信贷第一波士顿前总裁布莱

士支持。

萄干交易账户。

恩·芬恩（Brian Finn）。

进一步在 11 月份，Nutmeg

5 月份，它为法国的客户推

Ellevest 是一名 robo 顾问，

已经提高了 3,000 万英镑的进一

出了 www.raisin.fr 法语和法语客

其 工 作 方 式 与 Betterment 和

步资金，在过去五年中总共募集

户支持。 [49]法国人无法获得投

Wealthfront 等较为成熟的玩家

了 6000 万英镑。 领先的是香港

资选择，结合吸引力的利率，简

相似，但却有一些女性化的扭曲。

独立财务顾问公司 Convoy，投资

单性和低风险。目前，超过 3,800

它是基于目标的，而不是集中于

2400 万英镑.Nutmeg 现有的支持

亿欧元的创纪录地位在法国经常

特定产品或组合的表现，以及女

者 包 括 Schroders ， Balderton

账户上，没有任何利益（来源：

性优越寿命的算法因子 - 比男

Capital ， Pentech ， Armada

性长约五年 -事实上，在职业生

Investment Group 和 NigelWray

涯中，他们往往赚取的收入低于

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男子。

12 月份的同一季度，其 D 系
列轮回另外投入了 1,460 万英镑

Nutmeg（英国）-数字财富
管理
Nutmeg 是一家位于伦敦的
在线酌情投资管理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它专注于多样化投资于
ETF 和债券，同时还投资更多的
全球性风险选项。 肉豆蔻现在代
表 25,000 名客户管理大约 6 亿英
镑的 AUM。

（约合 1200 万英镑），总计达到
了 5.1 亿美元（约合 4200 万英
镑）。 1200 万英镑来自台湾第二
大金融服务公司的子公司台北富
邦银行。 Nutmeg 目前已经筹集
了 8.86 亿美元（约合 7100 万英
镑），这笔资金将被用于“燃料
Nutmeg 消费，扩张和维持其增
长轨迹”。

法兰西岛法新社，2016 年 5 月 19
日）。
6 月份，它与其第三家银行
- 奥地利的欧亚银行合作，提供

今年年初，Nutmeg 已经任
w（德国） - 投资促进者
Raisin 是一家位于柏林的
创业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原
名为 Saving-Global，为客户提
供了一个平台，用于与公司的
合作银行管理存款/投资。 9 月

期限从 6 个月到 2 年的不同利率
的存款。每个产品的最低投资金
额为 5,000 欧元。奥地利的国家
存款担保计划确保每个银行和客
户的金额高达 100,000 欧元。[50]
最后，它已经推出了 Spanish 语言平台 www.raisin。为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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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客户提供专门的西班牙客户服

体地说，交易者将被分解为 Top

约 100”测试用户，由资金管理人

务团队。据一家公司称，西班牙

Trader CopyFunds 和 Market

员，专业人士和投资者朋友组成。

是欧元区第四大储蓄市场，而西

CopyFunds。前者将由网络上表

[55]

班牙银行账户中的西班牙银行则

现最出色的交易者组成。通过补

此外，今年 1 月份，该公司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 7610 亿欧

充，Market CopyFunds 来自选定

已经关闭了东风险投资公司领导

元。西班牙人平均利率从 2008 年

的工具，从股票，商品或交易所

的 130 万新加坡元（约合 91 万

的 5％左右下降到今年 9 月的

交易基金（ETF），从而允许投资

美元）。 该启动仍然运行在封闭

0.15％（资料来源：西班牙银行，

者围绕定义的市场策略跟踪部门

测试阶段。 计划用资金开发产品，

欧洲中央银行）。

的万神殿。 [53]

加快用户增长，聘请新人。

CopyFunds 对投资者很重要，
因为它将有助于他们投资于一群
Etoro（塞浦路斯） - 获得新投资

高绩效交易者以及有针对性的市

理念

场策略。因此，该服务还将设法

Tradehero（新加坡） - 获得新投

Etoro 是交易行业市场的领

帮助投资者减轻长期风险，通过

资理念

先者之一，今年已经开始向其投

多元化投资同时推动增长机会。

Tradehero 今年已被英国和

资者计划引入新的要求。根据新

在合作方面，Etoro 与 Lufax

德国的在线社交交易平台

的要求，该计划的参与者必须保

Holding 签署了战略合作关系。公

Ayondo 收购。这笔交易扩大了

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旨在提升

Ayondo 在共和国的足迹。近一年

eToro 与中国客户的关系。互联

前，该公司宣布与凯基证券公司

网金融公司 Lufax 是中国最大的

（Fraser Securities Pte Ltd）签署

互联网金融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

合作伙伴关系，以启动凯基证券

同业借贷提供商。与 Lufax 的战

交易所，该投资者是投资者买卖

略合作协议改善了 eToro 的形象，

差价合约（CFD）的平台。 [57]

持 6 或更低的风险分数。他们还

使公司有能力为居住在海外的中

Ayondo 是一个在线社交交

必须满足最低存款要求，并维持

国客户提供进一步的社会投资机

易平台，允许零售投资者自动复

该计划各自级别的最低权益水平。

会。

制专家交易，而 Trade-Hero 是一

每个热门投资者还必须获得至少
两个月的经验，然后才能进入下
一个阶段。 [52]
此外，根据 eToro 声明，该

AlgoMerchant（新加坡） -

公司还推出了 Copy-Funds 服务，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顾问帮助

支持机器学习产品，以帮助推进

AlgoMerchant 是 一 家 新 加

和为投资者提供算术资金。

坡公司，刚刚开始运营，并在封

CopyFunds 是集团进入交易，这

闭测试版中运行。 它的软件旨在

将看到交易者的双重性 - 更具

简化投资，而公司的产品仍在等
待公开发布，它表示目前拥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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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游戏化的虚拟投资网络，用户

为每个人而设计，包括普通用户，

户的目标设定和投资组合匹配。

可以分享实时洞察和交易，并赢

并允许他们从 10 万日元开始投

在 Chloe 的核心，基于微软和亚

得真实现金。通过收购，Trade-

资通过智能手机

马逊网络服务的专有云技术智能

Hero 将能够利用来自 195 个国

该 公 司 的 专 有 robo-ad-

优化了选定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家的超过 22 万投资者的 Ayondo

visor 算法选择了约 6,000 个 ETF

（ETF）投资组合的建设和定期调

数据库。

的最佳组合，并提供了自主的投

整。 8Securities 开发的破坏性技

收购是 Ayondo 更广泛战略

资管理。 [62]根据用户对简单问

术使得投资者可以享受定制化和

的一部分。该公司正在通过反向

题的答案，采购交易所交易基金

全球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只需要

收购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即通

和根据建议管理投资组合，建议

银行和经纪人收取的成本的一小

过收购已经上市的公司的控股权。

理想的资产配置。 [63]

部分。

然后，该集团计划将其总部迁至
新加坡。

Theo 有趣的是，已经与日本
三家地区银行进行战略合作，其
中包括山口，京都银行，武藏野
银行，厚仓银行和东宝银行，投

Call Levels（新加坡） - 直接
向顾客提供顾问帮助
今年的电话费用水平提高了
来自美国力拓集团的力宝集团未

资 3000 万 日 元 和 1 亿 日 元
（274,230 美元）和 914,100 美
元），每个都由 Theo 的开发商发
行新股。 [64]

经披露的资金，该公司称之为 A

银行计划使用 Theo 帮助客

系列之前的 A 系列，去年 11 月

户高效管理资产，让分支机构的

[59]在美国硅谷 500 强初创公司

销售代表在推荐投资时从平板电

的一轮下，美元 500 美元的 A 系

脑上访问服务。他们希望 robo 顾

列资金。这笔投资标志着力宝集

问服务能帮助他们把更多的年轻

团首次进入金融服务技术

客户变成投资者。

（fintech）领域，加入其他电话层
面的投资者，如天使蒂莫西·泰恩
和 Koh Boon Hwee。
根据在 Ortus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和新加坡财富基金 GIC 有超
过 7 年经验的 Chia 先生，Call
Levels 有助于解决行业中的一个
简单的监控工具。该平台允许零
售投资者以及经验丰富的交易员
和私人财富管理人员设定具体的
价格水平，从而触发应用程序在
达到时发送通知。

8Securities（香港） - 直接
向顾客提供顾问协助
8Securities，亚太地区在香港
和东京的持牌办事处的推荐人，
在 Google Play 和 Apple Store 上
推出投资应用程序“Chloe”。该
等服务为 8,888 港元（1,145 美
元）。早在五月[65]，LeapRate 就
推出了 8Securities 及其免费投资
账户。 [66]

Money Design（日本） - 直接向
消费者提供顾问协助
在 2016 年 初 ， MONEY
DESIGN 通过智能手机“THEO”
推出了日本第一款通过专有技术
开发的独立投资服务，该平台专

该应用程序可帮助用户根据
自己的生活阶段和收入确定财务
目标，并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由
人工智能（AI）和内部开发的机器
学习技术提供支持，Chloe 将随
着用户群和数据库的发展，逐步
学习，以优化不同财务需求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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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在国家有很大的不
同，因此它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

将被剥夺诸如贷款或旅行等基本

JD 财务在线欺诈检测，Equifax 与

自由。

InvestDen 在线贷款）建立合作伙

方式来确定硼矿的能力。例如，

在大数据领域，2016 年，我

德国系统相当简单，所有信息主

们分析了与金融服务有关的 15

要来自银行，并由主要报告机构

个投资，并注意到了 9 个向金融

SCHUFA 控制。

机构或其他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

在英国，该系统与美国非常相似

的公司来自中国。

- 有三家主要的消费者报告公司

核心趋势：

（CallCredit，Equifax，Experian），

•专注于发达经济体的公司

贷款决策中使用信用报告已经十

（如美国领先的信用卡尔玛或英

几年了。

国新移民 ClearStore）与其集中的

在加拿大，报告公司大致相
同 （ 加 拿 大 的

Equifax ，

TransUnion），其信息与美国相似。

信用评分系统选择更稳定和可预
测的途径，但增长和扩张潜力有
限。

南非拥有相当强大的信用报告系

•相比之下，那些与部分或没

统 ， 与 英 国 公 司 （ Experian ，

有信用记录的客户在新兴市场从

TransUnion，Compuscan）类似。

事业务的公司面临更大的风险，

但是，我们对于非洲其他地方也

但其增长潜力几乎是无限的。美

说不出话来。马来西亚，香港和

国 ZestFinance 向中国搜索引擎

新加坡与英国和美国相比，由于

百度作为投资者

其经济社会人口形态，灵活和更

并使用其搜索，地理位置和

好的技术而拥有更先进的信用报

支付数据来建立信用评分，是一

告系统。南美的信用报告制度相

个很好的例子。

当强劲，特别是在巴西，由于公

•与中国相比，政府参与和科

共和私人信贷机构现在提供负面

技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和负面信息的债务发生变化。 [1]

的市场占有率高，印度代表着如

在线评分领域，2016 年，印

此大的水平，但是我的任何意义

度和亚太地区的业务发展迅速。

都不那么受欢迎，市场份额更加

像 FICO 这样的成年玩家开始与

分散。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玩家

伴关系，显示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

Credit Karma（美国）
Credit Karma 从今年开始大
声公布，我们预计会有进一步的
发展或举动，但没有听到很多。
信用卡尔玛宣布已经签署了其第
五百万名成员[2]，在美国的信用
资料中达到了美国 22％的客户
群，他们利用该平台帮助他们管
理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家庭债务。
Credit Karma 的业务发展仅
从免费的信用评分开始，然后扩
大到提供完整的信用报告，信贷
监控，财务账户监控，美国两大
信贷机构的完整信贷信息，以及
教育工具和内容 其成员。
总结其业绩，在 2012 年，我
们记得它签署了其第四百万名成

（ Lenddo ， IndiaLends ，
CreditVidya）。我们期望 South东亚市场在过去一年中醒来
睡眠（特别是印度尼西亚 - 最大
的一个）。
•专注于狭窄的群体的项目
是特别感兴趣的。 SefScore 得分
在美国的外国学生。 NovaCredit
与同一国家的移民（目前为印度
提供非标准信用评分的公司（如

人和墨西哥人）合作。针对特定

Lenddo）合作，以正确的方式进

类型的数据，这些公司可以以更

入市场。此外，我们听说中国共

聪明的方式应用这些数据，并为

产党的一个非常专制的举动，他

客户提供更贴近和透明的体验。

们计划给予所有公民一个信用评

•大型信贷机构通过与更多

分，条件是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

敏捷和创新的公司（Experian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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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并刚刚推出了这一免费功能，

今年，我们注意到一些具体

投资者，包括 TB Capital LLC 和

成为客户收购的触发器。 而现在，

项目的兴起，尽管他们的青春和

Tugboat Venures，LLC 也参与了

它运营着 5000 万，估值为 3.5B

新兴的牵引力，我们的注意力。

此次交易。在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3]

SelfScore 是其中之一，已经筹集

关 系 下 ， TransUnion 将 帮 助

了 710 万美元的新资金，以帮助

SavvyMoney 扩大分销渠道，解决

为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提供急需

金融服务行业未满足的需求。

的金融服务。 [6]这个项目有趣
ZestFinance（美国）

的是，它的目标是一个不可比拟

今年，我们预计，在领先的

的利基 - 一百一十万的国际学

Nova Credit（美国）

中文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

生，谁负责 31BB 的年度支出，当

Nova credit 是今年出现的另

中，通过接受战略投资，

然包括学费。

ZestFinance 部门的战略举措将

类似于其免费行业，如 SoFi

真正实现。该公司特别是在高度

和学生贷款中的认真，该公司衡

适用于新兴市场的意义上，因为

量借款人的信用潜力，而不是历

它准确地承销了缺乏信用记录的

史。 它使用签证和护照信息进行

人。此外，它使用机器学习将大

验证，Facebook，Linkedin，并进

量复杂数据转化为信用分数。 [4]

一步估计其信用风险，并考虑可

两家公司的人工智能专家和数据

能影响其财务状况的主要可能的

科学家计划共同合作，将 Zest-

生活变化。

一家公司，拥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 为数百万移民提供信用评分，

Finance 的承销技术应用于百度
的搜索，位置和付款数据，以提
高中国的信用评分。

无法让他们获得信贷。它刚刚在
SavvyMoney（美国）

Y Combinator 的演示当天推出，

通过与百度签约，它进入了

并且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已

一个特殊的市场 - 中国，消费者

成功与其他移民组织合作，如

的信用数据大多破裂。百度拥有

fwd。我们和新的美国经济伙伴关

最大的用户搜索数据之一，对于

系。到目前为止，该公司正专注

贷款承销和评估信用风险来说肯

于印度和墨西哥这两个市场，每

定是有价值的。在亚洲，一些

年约有 2100 万移民到美国。随着

Fintech 创业公司已经加强了使
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信用评分，

公司的扩张，它打算在英国，欧
SavvyMoney 是美国金融机

洲联盟，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加

但 Zest 在中国是特别的，非常独

构的信用信息服务的固定供应商。

特的，因为百度的搜索引擎占有

Savvy 是使信用社，数字银行提供

在处理方面，Nova 将信用信

80％左右的市场份额，并愿意合

商和金融机构为其客户提供个性

息和信用代理（如手机开票收据

作。 [5]

化的信用信息服务。其解决方案

和记录）收集到一个称为“新星

像中国的其他大型网络公司

提供信用评分，信用监控和影响

信用护照”的单一报告中，然后

一样，百度一直在加强金融服务

信用评分的因素，以及基于信用

将该报告转交给贷款人，以便他

业务。最近已经为社会付款应用

评分的特殊个性化贷款和财务建

们能够更加了解情况是否接受或

圈加入了 6000 万美元的融资资

议。 [7]

拒绝信用申请。我们希望看到一

金，并与中国信访与计划的数字
银行合作。

9 月份，SavvyMoney 宣布关

入国家。 [8]

个有趣的跟随这家公司。

闭 D 系列，并与信息解决方案全
球领先企业 TransUnion（包括信
贷监管和身份保护）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以 TransUnion 为首
席投资者，来自先前 2 亿美元的

SelfScore（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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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愿意支付”的有力预测。 它

超过 2.3 亿的移动互联网用户，

补充了传统的开发工具，如信用

其中大多数用手机进行在线购物

评分，因为它完全依赖于从客户

和金融交易。 IndiaLends 是印度

的社交数据和在线行为导出的非

另一家公司，重新确定了机会，

传统数据。 [10]

并于 2016 年春季推出了免费的

今年，该公司发现了两个新
市场（韩国和印度），将其运营的

信用评分和分析应用程序，针对
客户评估其可用的金融产品。

国家总数达到 20.在韩国，它与信

除了信用意识外，该应用还

用评分咨询公司 FKBCG 建立了

具有简化消费者管理个人财务的

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出其新公司

方式，让人们可以跟踪和管理多

Lenddo Koa，将为韩国金融机构

种信用账户，包括信用卡，住房

提供实时信用评分和身份验证。

贷款，汽车贷款，黄金贷款等等。

[11]

关于如何提高信用评分，设置
在印度，FICO 是全球信用评

EMI 支付提醒，并获得最佳贷款

ClearScore（英国）

分和数据分析领域的领导者，与

或信用卡交易的更新。 消费者还

今年在英国，我们注意到

消费者和商业信用记录有限或无

可以在其应用程序上使用支出分

ClearScore 的 增 长 非 常 快 速 ，

信用额度的计划一起增加。FICO

析功能来更好地管理其储蓄。

ClearScore 在 16 年中宣布成立

和 Lenddo 通过

12 个月后，成为英国的一家信用

商业合作伙伴

检查公司，帮助 200 万人获得控

船，创新型新产

制权。 随着“教练”功能和“时

品，移动平台和

间表”功能的不足，英国消费者

云服务的结合，

涌入全面免费服务的方式，让人

预计将帮助信贷

们看到自己的钱，“现在， 平均

投放人为世界各

每天有 10,000 个新注册。

地的无银行账户

为了您的信息，ClearScore

和低成本银行账

是首先提供完全免费的财务信息，

户提供更多的信

更容易和更平滑的方式来了解客

贷，估值超过 30

户的立场。 自从 ClearScore 推出

亿。

以来，信用评分业务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现在，Experian 和
Noddle（Callcredit 的一部分）通

CreditVidya（印度）

过自己的服务或合作伙伴提供免

IndiaLends（印度）

费的分数。 将更多的竞争吸引到

与发达国家相比，印度的信

行业中，使消费者更加了解自己

贷意识仍然非常低。 印度目前有

这是孟买的另一家创业公司，
正在解决印度在抑制社会和经济

的信用评分，并最终实现更多的
财务控制。

Lenddo（菲律宾）
Lenddo，信用和验证技术专
家和 Life.SREDA 的投资组合公司。
Lenddo 的专利成绩是个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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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长 方 面 的 瓶 颈 问 题 。

这个创业并不

CreditVidya 已经建立了独特的技

完全是提供信用评

术，使贷款人能够评估 8 亿加印

分指标，有助于机

度人的传统信用评分不包括的信

构做出决定，但值

用风险，并于 6 月收到了来自

得一提的是，这家

Kalaari Capital 的$ 2M 资金。

位于北京的大数据

“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利用了

研究公司在 10 月份投入了 1500

的反欺诈系统。随着互联网欺诈

超过 10,000 个独特的数字数据点

万美元的 B 系列融资。该公司提

在中国和中国在线消费者的脆弱

来评估潜在借款人的信誉。

供一个在线平台，连接合格的投

性上升，在 Experian 的反欺诈解

CreditVidya

首 席 执 行 官

资者和创新项目，以通过互动机

决方案中使用大数据分析来提升

Abhishek Agarwal 表示：
“我们与

器人进行投资咨询。 它允许公司

安全性对于打击网络诈骗尤其重

我们的贷款合作伙伴密切合作，

展示他们的产品，并帮助投资者

要。 FraudNet 针对中国市场进

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定制的记分卡，

找到他们喜欢的项目。

行了定制，本地化的反欺诈解决

以便他们能够批准更有信誉的客

该平台还对公司投资历史和

方案能够有效地发现和防止中国
电子商务环境中独特的欺诈性付

户。

款和交易。 [17]
为 了 防 止 欺 诈 威 胁 ，
Experian 的 FraudNet 分 析 了
AdviceRobo（荷兰）

JD.com 客户的行为数据，并识别

AdviceRobo 是利用大数据

了用于访问网站的每个设备。通

和机器学习基础的借贷在线评分

行业投资环境进行了大量数据分

过这种保护性解决方案，它可以

领域的另一项新项目。为了扩大

析。该创业公司声称拥有 10,000

在欺诈尝试完成之前检测并识别

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它推出了

多个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者的超

可疑活动。

250,000 英镑的人群资助运动。

过 20 万个项目的数据覆盖。

6 月下旬，该公司宣布推出

AdoRobo 是 欧 洲 Fintech 的 前

一款新的业界第一款开发平台，

100 名获奖者，是消费者和小企

旨在抓住欺诈行为，提高合规性

业贷款创新信用评分，高级分析

并提升客户体验。 [18]
CrossCore 平台的一个主要

和 robo 咨询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Experian（爱尔兰）

应用程序目前在英国，比荷卢和

Experian 是由亚洲集团 JD

功能是易于与第三方合作伙伴解

西班牙的信用卡提供商，二线银

Financial 选择的公司的另一个例

决方案集成。在推出时，Cross-

行和在线零售商。 [15]

子，合作开发一个用于在线交易

Core 将支持第三方合作伙伴提

此外，该平台为违约，坏账

供的欺诈和身份服务，包括

和流失提供早期风险警告，以支
持 缓 解 金 融 公 司 风 险 。
AdviceRobo 首席执行官 Diedervan van Thiel 表示：
“我们利用数
据爆炸，应用机器学习和深层神
经网络等新技术来预测个人客户
的风险。
“这将使跨行业的公司及
时联系客户并减轻其财务风险。

因果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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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xiom® （ 身 份 解 决 方 案 ），

本节中的 Equifax 可能是最

关注。按照计划，Equifax 身份验

TeleSign 以及已经与 Experian 解

知名的公司，可以被视为大多数

证器将构成该平台的组成部分，

决方案集成的许多其他服务，并

公司的基准。近一个世纪以来，

为希望为新业务提供投资的应用

将其添加到该平台。

消费者和商业洞察专家的角色，

提供评分和验证服务。这将使企

维护了超过 6 亿消费者的信息，

业能够验证潜在的投资者是否真

而且公司正在以坚实的道路成长。

实，有助于防止诈骗和洗钱。集

最后，11 月，Experian（R）
推出了扩展贸易，Credit3D（TM）
中最先进的产品之一，一套信用

2016 年初，Equifax 在 1 月

成解决方案将通过删除传统上涉

风险管理工具，可帮助贷款人将

份在都柏林开设了新的 IT 研发基

及身份验证的手动步骤来提供无

大量趋势数据转化为宝贵的见解。
趋势数据中的价值是正确类型的
数据源和解决方案的组合，它们
解释了数据显示的内容。 扩展贸
易的独特能力是发现细粒度数据，
并向贷款人提供关于如何以及向
消费者推销市场的策略。 [19]

FICO（印度）
除了 Lenddo，为了开发将印
度更多消费者带入信用主流的成
绩，FICO 也提出了其他努力：

摩擦认证过程。 [21]

与 EFL Global 合作，扩大土

此外，Equifax 还通过推出新

耳其，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贷款人

地，以帮助解决公司日益增长的

产品（如 FraudIQ Manager）显示

和消费者的信用评分方案，使用

全球 IT 需求。这是在 Equifax 获

了强大的成果，该解决方案有助

消费者提供的心理测评技术。

得工业部的支持后，通过 IDA 爱

于减少与开户过程相关的欺诈活
动。 该系统将申请人的请求与各
种数据源相匹配，包括欺诈分数
和内部欺诈数据。 该解决方案标
记可能是欺诈性的可疑请求，并
将这些请求组织成队列，供分析
师或调查人员审核。

FICO®Score XD - 在 2015

尔兰负责工业发展和吸引力的的

年在美国推出的新成绩，利用替

外国直接投资。该研发中心如果

中国共产党

代数据来源，为发行人提供第二

执行得当，可以在为全球业务开

今年共产党计划给全体公民

次机会评估其他不可观察的消费

发新的 IT 解决方案方面发挥关键

一个信用评分，这一年变得非常

者。 [20]

作用。

显着。 缺乏资金的人将被剥夺贷

Equifax（美国）

在二月份的时候，当 Equifax

款或旅游等基本自由。 想像一个

进入替代贷款市场时，InifestDen

专制政府监督你所做的一切的世

现 在 是 使 用 Equifax Identity

界，在你所做的几乎所有的互动

Verifier 的最新大众化（债务和股

中都会收集大量的数据，并给你

权）平台，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

一个衡量“信任值得”的单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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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个单一的地方收集有关中国公司

痴迷，对其权力施加了挑战，造

9 月发布的高级别政策文件

和公民的网上所有信息，然后根

成阻碍党政办公室 50 分的“干扰”

列出了可能对任何被认定不合格

据他们的政治，商业，社会和法

使用互联网欺骗他人，导致 100

的人或公司施加的制裁。最重要

律“信用”分配每个信息。

分扣除。赢得“国家荣誉” - 如

的原则是：
“如果信任在一个地方

一些惩罚表明，党的意图是

被打破，各地都受到限制”，一切

规范公民的私生活 - 参与任何

权限都会被剥夺，而人民和破坏

被认为是邪教或不照顾老年亲属

社会信任的公司也将受到日常的

的事情，造成 50 点的惩罚。其他

监督和随机的检查。目标是在一

处罚反映了党对维护公共秩序的

被列为示范公民或工人 - 为某
人的得分增加了 100 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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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4. PFM and PFP

CHAPTER
#14

个人财富管理和管理者
Life.SREDA. Money of the Future fintech research 2016-2017

17

在 2016 年 PFM 行业有一个

移动到移动银行）到 p2p（Prosper

论他们在哪里旅行。

显着的退出 - Prosper 以 3000 万

收 购 Billguard ）， 学 生 贷 款

美元收购了 Bill-guard，并将其回

（NextGenVest 收购 SmartyPig），

购后第一年的亮点之一“西北互

顾了 Prosper Daily。 2015 年，

保险和财富管理（由 Envestnet 收

惠”指出，其团队和 LearnVest 一

最显着的出口是以 5.60 亿美元收

购 的 Northwestern Mutual 和

直在积极整合人力资源和金融等

购了 Envestnet 的 Yodlee，并以

Yodlee 收购的 Learnvest）;

业务领域，并将重点放在数字化

在合作和整合活动方面，收

2.5 亿美元收购了 Northwestern

有成功和有趣的案例如何为

的工作团队设计和产品开发。

Mutual 的“Learnvest”。在 2014

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白标标签解

LearnVest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Alexa

年和更早的时间里，最着名的还

决方案：冰岛 Meniga 服务于冰

von Tobel 成 为 Northwestern

包括由 Intuit 收购的 Misys 和

岛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并通过与

Mutual 的执行官，担任副总裁 -

Mint 收购的 IND 集团。

国际银行（如桑坦德）的战略合

客户经验的角色。 [1]

Mint 仍然是 20 万客户最成

作伙伴。加拿大的 Nexonia，美国

在创新活动方面，联合团队

功的案例，而另外一个大玩家

的 Kasisto 和 Geezeo，南非的

启动了两个计划，旨在利用洞察

BillGuard 只有 1300 万客户和巴

TaxTrim，日本的 MoneyForward

力来告知客户的经验：数字体验

西现象 GulaBoslo 拥有 2M 客户。

和 Moneytree。

实验室由数百名顾问组成，客户

其他的只是达到了他们的第一百

端洞察社区与成千上万的客户提

万 ： Tink - 300 К ， Trim-50 К ，

供实时反馈帮助塑造未来的工具

TrueBill- 40К，Nexonia - 1,2К中

和平台。另外，西北互信推出了
LearnVest（美国）

一个新的客户网站，旨在使财务

新 的 投 资 回 合 证 明 了 PFM

LearnVest 是一个在线个人

计划过程更简单，更适合客户。

的新兴潮流：数字 - 22,5 美元

财务管理和财务规划平台，成立

（总计 3600 万美元），GulaBolso

于 2007 年 ， 始 终 位 于 纽 约 州

-1700 万美元，MoneyForward -

JemStep。这是一个在线个人财

1100 万美元（总计 4800 万美元），

富管理和财务规划平台。

小企业客户，Seedly - 0,5К客户。

Tink - 1000 万美元，Meniga -83

它最初是向女性人口销售的，

Mint（美国）

亿美元， Trim - 2,200 万美元，

教育用户关于个人理财，金钱和

Mint 是世界各地另一个着名

TrueBill - 1,400 万 美 元 （ 价 值

为预算生活提供生活方式提示的

的 PFM 服务，成立于 2006 年，

1750 万美元），Penny - 1,2M，

话题;该公司已经将市场拓宽到

它最初通过与 Yodlee 的交易提

Plum - $ 0.5M。 Ribbit 是一个领

一般人口，满足男女的需求。该

供了账户汇总，但此后已转移到

域最活跃的投资者之一。

公司于 2015 年被西北共同体收

使用 Intuit 连接账户。主要服务

购，现在担任全资子公司，同时

使用户可以通过单一用户界面跟

保持其品牌。

踪银行，信用卡，投资和贷款余

提到的几点：大多数服务只
是美国（作品，在美国制造），例
外包括与几个发展中市场合作的

今年 5 月，它庆祝了其收购

额和交易，以及创建预算并设定

Yodlee，甚至与南非的 Limitless

的一年纪录。西北共同主席没有

财务目标。 [2] 2009 年，Mint 公

合作，在低库存市场上经营的 E-

太多话要说，他的想法是：
“一年

司被快速公司和 TurboTax 的制

Susu 来自加纳的 Truebill 来自

前收购 Learn-Vest 时，我们指出

造商 Intuit 收购。 [3]它还声称今

132 个国家的客户。欧洲国际领

了金融业提供的和客户需要应得

年有超过 2000 万用户。

导 人 包 括 瑞 典 语 Tink 和 冰 岛

的差距，过去一年来，我们一起

今年，它向个人理财应用程

Meniga。

努力整合团队和各自的优势，显

序添加了帐单跟踪和付款的新功

而易见的是西北的结合。

能。这些新功能可以根据先前的

重要的是，PFM 服务很少在
独立的基础上运行，并且通常与

相互和学习者之间是一个强

交易历史发送自动提醒，更新付

许多其他方面相同：移动银行

大的人 - 将顾问关系的价值与

款状态和建议账单进行同步，而

（Moven 和 Moneydesktop 合作

丰富的数字资源结合在一起，帮

不需要为现有的 Mint 用户额外

伙伴关系，Kashmi，Trim 和 Tink

助客户保持金融安全的道路，无

设置。 [4]这些工具旨在通过做
出最好的做法，将工作从账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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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完成：将来自多个来源的数

为它是 2015 年最成功的收购之

API 市场 Limitless 和南非首个

据无缝集成到可操作的图片中。

一，当时由 Envestnet 以 5.9 亿美

PFM Moneysmart 背后的公司进

[5]

元收购 Yodlee。在这笔交易中，

行了新的合作。合作伙伴关系可

Envestnet 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以让两家公司的产品更紧密地结

旨在通过整体财富管理向客户展

合在一起。例如，无限的是可以

示更多的价值，并与 Yodlee 推出

将 Yodlee 的 Aggregation API 烘

新的应用程序，[9]像允许投资者

焙成其 Finlayer 产品，从而实现

用户突破了 7000 万美元的无费

查看和共同管理一系列帐户的功

金融企业的实时数据汇总。 [11]

用收费。[6]

能，和许多其他。

Billguard（美国）
Billguard 是另一个巨大的球
员，直到它被 3000 万美元的替代
贷款市场 Prosper 收购，这是一
个 p2p 贷款人首次与 PFM 合并
的交易。BillGuard 是直截了当的，
让用户跟踪他们的支出，监控他
们的信用，设置欺诈警报，并通
过人群来源的数据标记未经授权
的费用;据一家公司称，自从 2010
年成立以来，已经帮助其 130 万

最 后 ， 它 终 于 融 入 了

在 2016 年宣布关闭网络版

为此，Envetnet 于 2016 年再

EnvestNet 平台，现在让财务顾问

本之后，自从收购并关闭其

次收购了 WheelHouse Analytics

全面了解每个客户的财务状况。

Billguard 活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LLC，该公司是向财务顾问，资产

通过这项技术整合，Yodlee 平台
及其 FastLink 解决方案提供了投
资者财务数据的 360 度视图，并
提供了可用于投资组合会计系统
的对帐就绪数据。 [12]
TechCrunch

Disrupt

New

York 2016 发布的另一个有趣的
创业公司是一个名为 e-susu 的
Prosper 以其自有品牌“Prosper

管理人员和企业提供数据分析，

非传统银行服务平台，该平台适

Daily”重新启动。 [8]随着重塑，

移动销售解决方案和在线教育工

用于参与非正式贷款团体的人士，

前 BillGuard 成为 Prosper 的第一

具的技术公司。这项交易的主要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在一个

个移动应用程序，是该公司首席

原因是将 WheelHouse Analytics

家庭或社区团体，并通过提高透

执行官 Aaron Vermut 希望将是

的工具与 Yodlee 的数据和分析

明度鼓励节约过程。

更广泛的移动产品套件的首要标

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强化

该平台可让用户追踪在付款

志。 Prosper 的策略是通过新的

Envestnet 对财务顾问，资产管理

到期时以及付款时间内所欠的款

移动应用程序来扩展服务。

人员和企业的数据驱动见解，使

项。 用户还可以创建目标来指定

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业务

其节省的内容，还包括组消息功

和客户关系，并提供更好的结果

能，而团队还计划将将付款直接

给他们的客户。

纳入平台的能力进行整合

Yodlee（美国）
Yodlee 也是值得注意的，因

Yodlee 开始了一年，与南非

合会计系统的对账就绪数据。[12]

TechCrunch

Disrupt

New

York 2016 发布的另一个有趣的
E-SUSU（美国）

创业公司是一个名为 e-susu 的
非传统银行服务平台，该平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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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参与非正式贷款团体的人士，

价格上涨。当这些额外费用潜入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在一个

你的帐户时，Truebill会立即提醒

家庭或社区团体，并通过提高透

你，而你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即可

明度鼓励节约过程。

请求退款。

与Digit类似，Qapital使用自

该平台可让用户追踪在付款

动储蓄方式，定期将少量不需要

到期时以及付款时间内所欠的款
项。 用户还可以创建目标来指定
其节省的内容，还包括组消息功

的钱存储起来用于支付账单或日
Digit（美国）

能，而团队还计划将将付款直接

Digit 是 另 一 家 位 于 加 州 的

纳入平台的能力进行整合。 [13]

PFM创业公司，成立于2015年。
它基本上是一个机器人，你可以
将它连接到你的银行帐户，以分
析你的支出/收入，并帮助你存储

TrueBill（美国）
Truebill是一个软件提供商，
用于查找、跟踪和取消付费订阅
和定期帐单。它在132个国家拥有
超过40,000名用户。该公司成立
于2015年，这家由500家创业公
司的顾问Yahya Mokhtazada领导

小金额资金，所以你不需要每天
查看你的账单或日常开支。每隔
几天，钱（通常在5-50美元之间）
从你的支票帐户转移到数字储蓄

轮融资后，时隔一年，在7月份结

230,000美元，最终在7月份该公

束 了 2250 万 美 元 的 B 轮 融 资 。

司结束了首轮募资，共筹集140万

Ribbit Capital在以前所有投资者

美元，估值为1750万美元。

（包括General Catalyst）的支持

—财务助理。现在除了跟踪、管
理和取消付费订阅外，它还可以
全天候监控你的关联帐户，监测
超额费用，例如偷偷收费和突发

定义特定的储蓄“规则”和“触
发器”。例如，你可以对每次购
买进行更改;随时存储花费比预
算少的部分;存储砍价砍下来的
部分;存储每次获得收入的30%用
于纳税（必须是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每天、每周或每月存储固
定金额。 [17]

支费。

为120,000美元，获得个人投资

在2016年底推出了一个新功能—

通过Qapital，你可以更加灵活地

际需要的钱，所以你不必担心透

Digit在结束1130万美元的A

仍然很年轻，专注于各方面业务。

常费用。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

账户。 [14]他们承诺不拿出你实

的公司获得了三项投资，总金额

由于不久前才推出，该公司

Qapital（美国）

下发起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的
筹款总额达3600万美元。Digit目
前在美国经营，Bloch说，它已经
从去年的每月数百万美元增长到
今年的近2000万美元。 [15]Digit
B轮融资结束时，它在银行里还存
有A轮融资的800万美元。Bloch看
好与Ribbit Capital的新关系。
最后，Digit表示，截至2016
年底，它在过去18个月中为其用
户节省了2.3亿美元。主要的储蓄
存款是从5美元到50美元不等。从
用户帐户中扣除的储蓄没有超过
150美元的。如果Digit扣除金额超
出了，你将得到补偿。[16]

此外，该应用程序现在能更
灵活地连接“如果这样，那么那
样”[18]（IFTTT）。通过IFTTT，
你可以将Qapital链接到任何数量
的其他应用程序：Twitter，Gmail，
Todoist，Wordpress。一旦你连接
这些应用程序，你的可能性几乎
是无止境的。你可以创建以下规
则：下雨时自动存钱[19]，使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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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标签时自动存钱，达到健

志在“取代手机银行”的个人财

身目标时自动存钱[20]。这会给

务机器人。

你更高程度的个性化和灵活度。
[21]

此外在 2016 年期间，Trim 已
经帮助了 5 万多人节省了 630 万
美元。 该公司还宣布关闭由
Eniac Ventures 领导的 220 万美
元种子基金。 新一代风险投资公

Penny（美国）
Penny是另一个基于聊天的
客户财务跟踪器。它成立于2015

司、核心创新资本和声音风险投
资公司和由 Ashton Kutcher 共同
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也投资了
Trim。 [26]

年，于6月16日从Social Capital筹

在新产品和功能方面，
NextGenVest 已于二月份向公众
开放了其基于文本的、被称为大
学资金顾问的财务援助服务[27]。
该服务提供有关财政援助和奖学
金的信息，以及协助学生获得贷
款。此服务对学生是免费的，不
需要你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
NextGenVest 表示，它通过将金
融知识课程授权给学校并进入课
堂来赚钱。 [28]
此外，它开设了学生教学生

集了12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 [22]

的在线金融课程。美国有 17 个州

Penny与其他应用程序的区别在

要求学生在毕业后具备金融素养

于，用户不能只输入请求，相反，

能力，因此建立了一个有关财政

该应用程序会给你预先发送提示，

援助的教育网站。但随着时间的

例如“十月份怎么样”，或“我的

推移，公司获悉获得用户的最佳

帐户活动”。 [23]不过，Penny的

途径是通过手机，据此公司调整

目标是要彻底解决复杂性，告诉

了服务。毕竟青少年如果有移动

你在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什么。 正

设备，就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如Penny所说，他们的内容是针

电脑上。

对你的。 如果你不需要帮忙，你
永远不会听到第两次。[24]
Tink（瑞典）
Tink 是一个基于斯德哥尔摩
NextGenVest（美国）
NextGenVest 是一个非常特
别的项目，总部位于纽约市，该
公司旨在解决学生在支付费用时
遇到的问题：了解要求和期限。

的原始简单的 PFM 应用程序，
2016 年由瑞典投资公司 Creades
牵头的瑞典银行 SEB 风险投资公
司 SEB Venture Capital 筹集了一
千万美元的 B 系列资金。 Tink 仅
在瑞典工作，Tink 1.0 已经有 30
万个用户，并且在今年晚些时候

Trim（美国）

在另外 10 个欧洲市场进行国际
扩张，目前正在运行 beta 测试。

Trim 非常类似于 Penny、来
自 Kasisto 的 MyKAI 等，因为它

新资本将用于帮助创业公司

是一个基于聊天机器人的个性化

NextGenVest 表示，30％的贷款

在国际上扩张，并利用新的欧洲

应用程序，可帮助你更好地管理

大学生会因为财务紧张而退学。

银行技术标准，将公司产品由

你的帐务、管理订阅、设置支出

更重要的是，毕业生平均背负 3

“只读”个人金融应用程序扩展

警 报 和 检 查 银 行 余 额 。 [25] 在

万美元的债务。该公司的服务想

到 Tink 首席执行官 DanielKjellén

2016 年期间，Trim 已经开始改变

“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金融

所说的虚拟银行。

其战略，透露其机器人将不再只

援助”。

专注于取消订阅，而是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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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oy Tuvey 和 Eldar Tuvey。[30]

户，是巴西下载量最多的金融应
用程序，超过了大银行的计划。
为此，它已经从新兴投资者国际
金融公司和以前的支持者 Kaszek
Ventures、Ribbit Capital 和 QED
投资者那里收到了一笔 1700 万
美元的 C 系列资金。这是巴西金
融科技创业公司首次获得专注于
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发展的机构的

Cleo（英国）

投资。

Cleo 是这个新领域的新人。
它创建于 2016 年，是一个人工智
能资金管理助理，连接到你的银
行帐户以便计算你的账单，它可
在 2013 年推出的可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瑞典版， Tink 第一
版移动应用程序可以通过链接银
行帐户和信用卡来处理个人财务。
这个“只读”数据能展现通过新
闻流观测到的消费习惯，这个有
趣并有用。 [29]

以创建一个饼图，显示你的支出
在不同类别中的份额（如吃饭、
食品杂货和交通），发送短信显示
你每天的消费。 [31]它也可以帮
助你找到更好的交易银行，阻止
你刷爆信用卡，或者是帮你获得
更高的存款利率。它列出了你每
个月需要支付的账单。
今年，它扩大了与其他银行
的服务，增加了 TSB, TescoBank,
Santander,

Plum（英国）
Plum 是一个人工智能动力
的 Facebook 聊天机器人，使你能
够节省少量的钱。这个聊天机器

RBS,

Natwest,

Nationwide, Metrobank, Lloyds,
HSBC,

Halifax,

First

direct,

Cooperation bank, Capital One,
Barclays，并且在不断扩充。

Seedly（新加坡）
Seedly 是新加坡的个人理财
网络应用程序，可让你跟踪你的
资金。它的工作方式与其他同类
型理财应用程序非常相似：你将
银行或信用卡对账单上传到网站

人连接你当前的帐户，Plum 的人

并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团队

工智能会了解你的消费习惯，允

会分析数据，然后生成一个展示

许每隔几天自动将少量钱存入你

财务状况的信息图形。到目前为

的 Plum 储蓄账户。它由 Victor
Trokoudes 和 Alex Michael 成立
于 2016 年，他们是 Transferwise
和 TIctail 早期团队的一部分。
此外在十月份，它在由 500
家微型金融创业机构发起的种子
基金上筹集了 50 万美元。 这一
轮还得到了许多创始人的支持，

GuiaBolso（巴西）
GuiaBolso 是巴西最成功的
公司之一，它提供个人理财申请，
在质疑声中进入了市场：毕竟巴
西人并不想把网上银行对账单的
密码交给一个应用程序以此换来
对账户的自动控制。

止，它已经超越了 500 个用户的
里程碑。 [32]
在这一年中，据联合创始人
Kenneth Lou 介绍，由于用户群体
日益增长，以及用户在使用应用
程序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关于
Seedly 还有一系列事情需要讨论。
除了为 Beta 版本推出的主要功

包括 One Fine Stay 的联合创始

两年之后，隐私和便利之间

能，还有一个更为无缝的银行同

人 Demetrios Zoppos ， 创 建

的困境似乎已经落在了应用的一

步功能，可自动导入交易，所有

ScanSafe（现在是思科的一部分）

边：GuiaBolso 现在拥有 200 万用

Seedly 帐户都有一个 4 位密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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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删除无贡献的交易。

GeeZeo（美国）

PiSight（新加坡）

Geezeo 是另一个 PFM 创业

PiSight 也在 2015 年成立，

公司，非常类似于 Meniga，将其

总部设在新加坡，今年推出了由

白色标签产品提供给 400 家金融

eWise 专利账户聚合技术 Aegis

机构。它帮助银行、信用合作社

提供支持的数字金融助理平台

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从事基础

Pimoney。PiMoney 帮助用户在一

业务，利用数据，拓展新的细分

个地方看到他们的财务概况，并

市场，并通过其消费者和业务

主动控制每月的费用和存款。最

PFM 解决方案增加顾客份额。

初推出的时候是作为网络应用程
序，而现在 PiMoney 即将可以用

在 2016 年，它的产品找到了

于 IOS 和 Android 手机。[33]

很多新的合作伙伴。首先，它与
Nymbus 公司签署了合作伙伴关

公司推出了解决方案，以满

系，Nymbus 是全球第一个完整
MoneyView（印度）
Money View

由

的全套 API 驱动的核心银行平台。

Puneet

Agarwal 和 Sanjay Aggarwal 于
2014 年创立，旨在简化用户的财
务管理。班加罗尔创业公司的核
心焦点是使财务管理简单、智能
和安全，从而使终端消费者能够

NYMBUS 旨在进一步为金融机构

管理当今无序的金融部门的日常

提供所有能帮助他们高效运营的

开支和财务状况。第一种功能是

服务，以便让他们能与银行巨头

足客户个人财务管理平台的需求，

让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钱在哪里。

和新银行竞争。 [35]

帮助人们实现财务目标，而不会

第二个功能告诉用户他在哪里花

第二，它已经与移动银行平

影响在线安全和数据隐私。与云

了多少钱。第三个功能是该应用

台提供商 Access Softek 签署了经

服务器上存储用户凭据（如银行

程序允许用户设置每月预算，实

销商协议。[36]通过这项协议，

登录 ID 和密码）的类似平台不同，

现实时预算管理。年为了方便投

Access Softek 将 为 客 户 提 供

PiMoney 使用的专利 eWise 技术

资者资金增长，ICICI 保诚共同基

Geezeo 经过验证的个人财务管

将用户的凭据加密并存储在用户

金与 Money View 捆绑在一起，

理（PFM）平台。Access Softek 是

选择的设备上。汇丰银行和西太

共同推出基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

发布可下载的手机银行应用程序

平洋银行等领先金融机构正在使

案——绿色账户，专门提供公司

的第一家，并继续向 400 多家银

用 eWise。

的产品。绿色帐户提供两种独家

行和信用合作社客户推出尖端行

产品 Savings +和 Tax Saver +。

业。

Savings +旨在让用户培养定期为
中短期目标存储资金的习惯。[34]

第三，它宣布与 Malauzai 合
作，因此，Geezeo 的解决方案现
已完全并入 Malauzai 为国家金融

适用于企业的 FinServ / PFM
白标解决方案

机构设立的移动和网络银行
SmartAppsTM。包括 Fort W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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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内 的 Fort Financial Credit

作为时间和费用管理解决方

TaxTim 是一个南非数字税

Union [37]等六家金融机构已经

案最大的独立提供商，合并后的

务协助工具，通过一个聊天平台

签署了采用 PFM 部署 Malauzai

公 司 现 在 支 持 与 Intacct ，

平台的合同。

NetSuite，QuickBooks，Microsoft，
Sage 和 Xero 无缝集成，同时通
过屡获殊荣的 QuickBooks 集成
提供客户体验。 [40]

Nexonia（加拿大）
Nexonia 是加拿大中小企业
财务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它成
立于 2004 年，作为面向咨询公司
的费用软件提供商，现在共有

帮助用户纳税，虚拟助理 TaxTim
Meniga（冰岛）

提出问题以准确地完成报表。该
平台还与南非税务系统（SARS）

Meniga 是冰岛的创业公司，

相结合，允许用户直接通过平台

1200 个客户。 2016 年在并购方

在白标个人金融和网络银行解决

提交报税表。据创始人说，自从

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开始，

方案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从 2009

2011 年推出以来，TaxTim 已经帮

它 收 购 了 一 个 竞 争 对 手

年开始，冰岛 80％的银行体系突

助了 200 万人纳税。[43]

ExpenseWatch ——一个花费管

然暴跌。这是一个巨大的震荡，

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38]进一

为冰岛人带来了高通货膨胀、工

TaxTim 于 2011 年推出，参

步与会计专业第一费用报告解决

资降低、货币贬值、10％的失业

与了 Google 的 Umbono 孵化器

方案 Tallie 合并。

率和一般不确定性的艰难时刻。

计划，获得种子资金。初创公司
继续向私募投资者筹集两笔资金，

但是七年之后，冰岛 25％以

包 括 Fouri Capital 的 Justin

上的住户在 Meniga 平台上注册

Stanford [44]和 Permjot Valia。

了，而该平台仍继续用于反馈和

2015 年 1 月，该公司被选为 13

测试。 [41]而在 2016 年，该公司

个加入开普敦高增长投资公司

宣 布 由 当 前 投 资 者 Velocity

Knife Capital 的 Grindstone 加速

Capital 和 Frumtak Ventures 募集

器计划的第二队列的公司之一。

了 730 万欧元（合 830 万美元）

[45]此外，自 2014 年以来，TaxTim

资金。根据声明，资金进一步扩

用户已经能够将报表直接纳入南

大了零售银行和商家的白标个人

非税务局（SARS）。2015 年，它

金融、个性化和数据驱动的营销

通过与普华永道纳米比亚的合资

解决方案。

企业将其业务扩大到纳米比亚。

Meniga 已经签署了桑坦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集团市场的全球合约，即将在多

年下半年，TaxTim 已经收到了

个业务线和地理位置向客户部署
合并后的公司是增长最快、

Exponential 的投资，这是由 JSE

个人财务管理（PFM）工具。除了

发展最快的独立的时间和个人财

上市的金融服务巨头 MMI 持有

桑 坦 德 ， 它 还 列 出 了 ING ，

务管理平台之一，为客户提供

的新创新单位。根据发布的消息，

Commerzbank 和 Intesa San

SaaS 财务管理软件、可配置的集

Exponential 基 金 允 许 创 始 人 马

Paulo 的客户。

克·塞维茨和埃文·罗宾逊将公司

成和客户服务。该公司被公认为

转移到永久场所，并在业务领域

G2 Crowd 前 25 名中档市场软件

扩大团队引入专业知识。 [46]

清单中唯一的费用管理解决方案，
并在“费用管理”类别中获得行

TaxTim（南非）

业领导者地位。 [39]
MoneyForward（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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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Forward 是一种基于

银行和滋贺银行也采取了行动。

PFM 和云计算的会计软件服务，

虽然筹集的金额低于去年的

除了会计、薪资、支付收集、费

1330 万美元[48]，但首席财务官

用报告、发送发票以及其他事项

Naoya Kanesaka 证实，这是一个

之外，还提供财务预测。 [47]

更高的估值。

此外，它在十月份募集了一

在日本，有诸如 Moneytree，

轮 D 轮资金，约 1100 万美元。

Zaim 和 Freee 等少数服务，但是

投资者包括瑞穗资本的金融科技

MoneyForward 现在已经得到了

基金和伊势丹三越控股。目前的

几家金融机构的支持，并以当前

投资者 Fenox Venture Capital 和

利率募集了近 4800 万美元的资

Toho Bank 也参与了全球扩张计

金。该服务目前由日本四百万个

划。本地银行和新业务合作伙伴

人和超过五十万家企业使用。

北太平洋银行、群马银行、福井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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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业务绝大多数领导人都
是 在 美 国 （ Venmo ， Dwolla ，
Remitly，Clearx-Change）和英国
（ TransferWise ， WorldRemit ，
Azimo，Revolut，Curen cyCloud）。

美元。
虽然像 Facebook，KakaoTalk，
Line， 微信这样的大型信使和社
交网络正在进入社会汇款市场，

MoneyGram 将能够在数字化在
线世界中找到新的地位，而支付
宝将能够覆盖 200 个国家的 35
万个客户。

并研发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在线

开发自己的开放 API 集成并

尽管法国（Lydia）、爱尔兰

汇款初创公司正在积极地应用聊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平台，这正在

（ CurrencyFair ）、 以 色 列

天机器人处理汇款业务：

成为现有和新成员的战略要求—

（Travelers）、韩国（Toss）、新加

TransferWise 和 Azimo 已经与

—拥有 65 万客户的美国 Dwolla

坡（Instarem，Fastacash，Kashmi）、

Facebook Messenger 机 器 人 集

也将向这个方向进行战略转移。

菲利普（Ayannah）等国家实际上

成，Lydia 已经与 Slack 集成。

确实没有很强的初创公司采用汇
款解决方案，但其实他们只是培
育资产出售给更大的玩家，例如
在以色列Xoom和美国Paypal 之
间。
为此，这样的新兴企业有以

现在有许多实验用人工智能

到自己的位置——英国 Lebara

技术和汇款完成。如果以前我们

推出了 Lebara Money，但仍然没

看到发达市场饱和度很高，而公

有显示结果，因此很早就对结果

司也扩展到其他发达市场，例如

进行评估。技术解决方案是客户

加 拿 大 、 日 本 和 美 国 的

喜爱的产品，这是两个不同的东

Transferwise，而到 2016 年，我

西。

下几个选择：1）将其产品线横向

们看到了大量往亚洲国家的迁移：

扩大到服务不足的市场; 2）与国

Azimo 进入了亚洲， Worldremit

际知名玩家实际竞争。汇款或收

进入非洲，Remitly 已进入拉丁美

购初创公司是其核心的低利润率

洲。新兴国家现在有区域领导人：

业务，因此客户群必须具有指数

菲律宾的 Ayannah，缅甸的 Red

级增长（包括其他基本指标），或

Dot。

者必须通过新的免费产品来增加
利润（增加价值）。仅仅保证质量
的竞争是不够的。

电讯公司正试图在市场上找

Venmo（美国）
Venmo 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并且在 2016 年成为 PayPal 整体

除了聊天机器人和社交网络

业务中的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贡献

整合外，2016 年的汇款初创公司

者。该平台在当年获得了 176 亿

开始推出免费产品，吸引更多客

美元巨资。在第四季度，它获得

许多初创公司在 2016 年吸

户的兴趣：Venmo 开始与 Paypal

了 56 亿美元，这是截至 2015 年

引了新的资本：TransferWise——

的零售点进行整合，为他们提供

第三季度 Venmo 八个季度的总

2600 万美元（总计 1.17 亿美元，

服务以接受线下付款。Toss 向其

量。

价值 11 亿），WorldRemit——

4M 的年轻客户推出了微型贷款

4500 万美元（价值 4.46 亿美元），

和 PFM 应用程序。新加坡克什米

Azimo — — 1500 万 美 元 ，

尔还推出了一个 PFM 应用程序，

Revolut——480 万美元和 1000

同时正在为年轻人建立一个整体

万美元，Remitly——3850 万美元

移动银行。

（总计 1 亿美元），CurrencyFair
800 万欧元和 880 万美元，Toss—
—2300 万美元和 2370 万美元，
AirWallex — — 500 万 美 元 ，
TravelBox——1000 万美元（总计
1550 万美元），Lydia——780 万
美元。与 Venmo 相比，他在 2016
年获得了 176 亿美元的汇款，其
他玩家的营业额要小得多：Toss
——10 亿美元，Revolut ——5 亿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巨

更重要的是，2016 年第 4 季
度，该产品的第 14 个季度增长超
过 100％。虽然同比增长略有下
滑，但这一比例激动人心以至于
人们对它抱有乐观态度。 [1]此
外，该平台在 2016 年达到了每月

头现在看到了市场的实际转变，

10 亿美元和 20 亿美元的里程碑，

并试图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

这意味着转移量的快速增长。

Western Union ， Moneygram ，
Xpress-Money 推出新的 API 与
新的 API 整合项目，并与银行广
泛合作。其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
一已经由 Ant Financial 以 8.80 亿
美元收购。交易是双赢的，

虽然 Venmo 的增长速度很
快，但是 PayPal 是否能从这个应
用程序里大规模盈利还是不清楚
的。 2016 年初，PayPal 通过让
商家接受 Venmo 作为付款方式
而从 Venmo 上盈利。最后，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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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送货服务商 Munchery 和活动

验 证 功 能 和 银 行 网 络 与

它的目的与美国合众银行，BoA，

门票卖家 Gametime 这样的公司

clearXchange 数字付费解决方案

Chase 一样。[9]

接受在 Venmo 的 iPhone 应用程

整合，将创建美国最大最安全的

序上下订单的客户使用 Venmo

实时支付系统。” Early Payments

第四，最新的是美国合众银

付款。对于每笔交易，商家将收
取少量费用。PayPal 尚未发布有
关该公司从 Venmo 赚取多少资
金的信息。 [2]
2017 年，它计划在“更广泛”
的基础上推出新方案，其中可能
包括新市场或货币化计划，如
Venmo 支付或店内付款。虽然这
些可能到 2019 年才能实现，但是
随着 Venmo 的不断成长，公司将
看到巨大利益，这可以帮助它保

首席执行官 Paul Finch 说。[5]收

持强大的竞争态势。

购之后，Early Payments 努力为

有趣的是，这样的人气和发
展使得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

其 p2p 支付平台建立新的合作伙
伴关系。

行，它加入了 ClearXchange 的网
络，使客户能够通过简单地使用
收件人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件地
址向参与网络银行的客户发送或

Venmo。其母公司在今天的 SEC

因此，起初 ClearXchange 已

接收实时的个人（P2P）付款。而

备案中承认了这一情况。 [3]备

经 与 First Tech Federal Credit

花旗银行将在 2017 年初启用功

案文件称，“2016 年 3 月 28 日，

Union 合作来支持其拥有 42 万个

能。[10]

我们收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民

成员的网络。它成为与付款网络

事调查令（CID），作为其调查的

合作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使用

一部分，以确定我们是否通过

clearXchange 的服务，信用合作

Venmo 服务已经或正在从事违

社现在有能力在其在线和移动银

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欺骗性或

行平台上扩展安全的 P2P 支付服

不正当行为。” [4]

务。[6]
第二，ClearXchange 与美国

Dwolla（美国）
Dwolla 是一个银行转账应用
程序，专门通过 ACH 在银行账户
之间移动资金。 一旦各方注册，

合众银行和美国银行合作，所以

Dwolla 的移动和网络应用程序只

美国合众银行和 BoA 的客户现在

需几步便可以转移资金。 该应用

只需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或手机号

程序可用于安全地设置一次性的、

ClearxChange 是美国的数字

码，便可以使用 clearXchange 网

大量的或定期支付。Milne 表示，

支付网络，由 BoA，Chase 和 Wells

络服务功能，更快且实时地向全

这个平台已被艺术家、政府、公

Fargo 于 2011 年组建，旨在通过

国的任何人汇款或者接受付款。

用事业、制造商和 CME 采纳，去

简化汇款流程来改善银行现有的

[7]美 国 银 行 和 美 国 合 众 银 行 在

进行数以千计的交易。

个人支付服务，这是美国最大的

美国的移动银行客户总数达到近

金融机构数字支付网络。

2200 万。[8]

ClearxChange（美国）

但 是 在 1 月 份 ， Early
Warning

宣

布

完

成

第三，ClearXchange 与 Frost

对

Bank 合作，加入 Early Warning 的

ClearXchange 的收购。根据该交

网络，以支持 p2p 付款。它现在

易的新闻稿，“将 Early Warning

可以通过其在线和移动银行平台

行业领先的欺诈预防服务、身份

直接提供个人（P2P）付款，如果

Dwolla 今年最重要的消息是
它的战略转移，从应用程序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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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 API。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

Remitly 是以美国为基地，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扩大到

表示，自从六年前成立以来，该

新兴市场和无银行账户提供移动

加拿大和日本，希望通过以更便

支付和汇款的
国际汇款服务。
其主要竞争对
手

包

括

Western Union，
WorldRemit 和
PayPal

的

Xoom。 9 月，
它宣布已经筹
集了 3850 万美
公司最初发布了自己的应用程序，
重点是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但
Dwolla 并未设想成为“Xero 或
Apple Pay”。该公司强调平台，
API 和业务工具使银行转账“易于
使用、了解并集成到软件应用程

元，并扩大到拉美的另外七个国
家。在 C 轮募资筹集了相同资金
九个月之后，Remitly 筹集的资金
总额接近 1 亿美元[13]，并强调
了公司如何努力抓住这段时间的
增长 [14]

宜的汇率殴打大银行，在这些地
区摆脱困境。 [18]然而，日本是
TransferWise 的重要市场，公司

序中，我们的合作伙伴正在建立

此外，考虑到其在洛杉矶的

致力于以新的和公平的方式在大

自己的应用，而不是使用我们的

承诺，Remitly 与国际货币转移处

陆和货币上转账。[19]来自国外

移动应用程序或 Dwolla.com。”

理领导人 UniTeller 建立了战略合

的日本人有 131 万，海外来自日

[11]

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使

本的 223 万人是家乡。日本继续

Remitly 客户有更多的选择，可以

国际化，随着亚洲地区旅游目的

向拉丁美洲的 10,000 多个新现金

地的不断发展，日本国际游客数

支付地点汇款。这使公司在拉丁

量将在 2020 年达到 4000 万，达

美洲的网络遍布 31,000 多个地点，

到东京奥运。

今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
是 Dwolla 被美国看守机构以在
数据安全实践上“欺瞒”消费者
为理由罚款十万美元。Dwolla 存
储个人信息，包含大约 65 万客户

使客户的亲人更容易收到钱。[15]

此外，Transferwise 还在美国

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电话

开展业务。美国企业可以利用其

号码、社保号码、银行帐户和汇

新服务向 50 多个国家汇款，涵盖

款路线号码、密码和唯一的 4 位
数 PIN 码。据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Transferwise（UK）

37 种货币，并使用“大量支付”
等工具，让他们快速进行多次付

（CFPB）表示，从 2010 年 12 月

Transferwise 是英国专门的

款。公司也可以下载记录，使会

至 2014 年该公司在网站上声明

汇款服务，允许个人和企业在国

计更容易。公司支付的费用高达

其数据安全实践超出了行业标准，

外汇款，而不需要隐藏费用。[16]

5,000 美元，其中高达 0.7％。[20]

所有敏感信息都加密，这符合 PCI

该 公 司 在 10 月 份 再 次 获 得 了

DSS 标准。但是，Dwolla 的实际

2600 万美元的资金，估值为 1.1

做法“远远低于其要求，”CFPB 说，

亿美元，并将 Transferwise 总额

“这种在安全和安全实践方面的

提高至 1.17 亿美元。 [17]

欺骗是非法的”。 [12]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9 月份
Transferwise 透露了其第一次的
费用和营销预算信息，显示了截
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一年中，
广 告 费 用 达 1230 万 英 镑 。 由
House House 展示的营业费用是

Remitly（美国）

TransferWise 去年最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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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其他费用”1,060 万英镑，

第三，它已经为刚果民主共

亚洲的业务。这项投资来自乐天

而支付和福利则为 1,040 万英镑。

和国的任何 Airtel 用户立即汇款

的 FinTech 基金，该基金近期特

[21]

给 Airtel Money 钱包。 [25]它已

别活跃，为 Cabify 带来了 1.2 亿

经向尼日尔的任何 Airtel 用户发

美元的回合，并与 PayPal 合作投

送即时资金转账给尼日尔的

资了 3000 万美元投资 Acorns。

Airtel Money 钱包。 [26]任何沃
达丰用户都已经向阿尔巴尼亚的
WorldRemit（英国）
WorldRemit 成立于 2009 年，
在英国是提供货币转移在线平台。
该公司提供了一个基于无现金业

MPesa 钱包发起即时汇款。 [27]
它 已 经 向 科 特 迪 瓦 的 MTN
Mobile Money 钱包发起即时国
际汇款。 [28]

务模式的在线汇款平台，允许移

第四，在贝宁，科摩罗，马

民和外籍人士派发资金。发件人

里，塞内加尔和多哥，[30]乌干达

可以使用在线平台，也可以通过

[31]等海地，已经扩大了其在海

手机和平板电脑访问，通过借记

地的现金提款服务[29]，并启动

卡或信用卡付款，或通过银行转

了即时海外汇款给移动货币[32]

帐付款。收款人可以通过银行存

孟加拉国[33]印度尼西亚[34]埃

款，直接转移到手机钱包，现金

塞俄比亚[35]约旦，巴基斯坦，阿

取款或交货，以及手机充电时间

尔及利亚[36]黎巴嫩[37]和马来

来获得资金。它与西联，

西亚，泰国和越南。 [38]

MoneyGram

和

Euronet

庭送回家庭。 Azimo 服务的终点
是跨越 190 个国家和 80 个货币，
并表示自 2012 年成立以来，约有
5 亿人通过其应用转移资金。[40]
此外，Azimo 与 Facebook
Messenger 建立了独特的价值整
合，使其用户通过 Messenger 向
世界任何地方汇款。 Azimo 的新
集成通过 Facebook 的朋友列表
将发送者和接收者连接起来，使
他们能够立即交换详细信息，并
将其链接到 Azimo 应用程序进行

可以控制他们进入他们的银行详
Azimo（英国）

提供服务。除了 sameday 银行转

今年的 Azimo 已经取得了一

账服务之外，WorldRemit 现在可

个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获得了

以让人们立即向尼日利亚的 140

Viber 的 业 主 Rakuten 的 一 轮

多个现金取货地点汇款。超过 50

1500 万美元的战略投资。这笔资

个国家的人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

金 将 用 于 帮 助 Azimo 融 入 像

发送到尼日利亚。收款人可以从

Viber 这样的消息传递应用中，同

Skye Bank 的 140 家分行立即收

时也将其从欧洲主要基地扩展到

取款项。 [22]

公司很多）的移民工人主要将家

之内创建一个双向交互，收件人

$ 4.458 亿。

在今年年初，它开始向尼日利亚

大部分交易中，定位（汇款初创

传输，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几秒钟

WorldWide 竞 争 。 最 后 估 值 -

今年它继续快速扩张，因此，

到目前为止，Azimo 在欧洲

细信息或全球超过 27 万个收集
点之一，直接在应用程序内。 [41]

Revolut（英国）
根据市场研究组织 Mintel，
英国人在 2015 年花费了大约 382
亿英镑的海外旅行，而在 Brexit

在资金方面，它已经从
TriplePoint Venture Growth BDC
Corp. 和 硅 谷 银 行 下 载 了 新 的
4500 万美元的债务，用于扩大其
在发展中市场和富裕成熟地区
（如美国）的业务。[23]在收到之
前 45 亿美元的新投资也与 MTN
集团合作，使客户能够立即向卢
旺达，乌干达和赞比亚的 MTN
Mobile 钱包汇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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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之后，英镑下降至 30 年低点，

户。届时，它处理了超过 5 亿美

Brett Meyers 进入了新的首席战

使英国度假者的夏季旅行更加昂

元的交易，每天处理的交易额超

略职位。 [47]

贵（FTTimes，7/11/16）为此，像

过 400 万美元。 [45]

Revolut 这样的创业公司在 2015
年底之前增长势头，是移动外汇
兑换服务提供商。该公司提供个

Viva Republica - Toss（韩国）

人钱云，允许用户以银行同业拆
借利率兑换货币，通过社交网络
汇款，并使用可在任何地方接受
的多种货币卡。其服务旨在消除
隐藏的银行费用。

CurrencyFair（爱尔兰）
CurrencyFair 是外汇交易在

ntech 之一。 Toss 于 2015 年 2

线市场的提供者。该公司允许个

月推出，允许用户在几秒钟内收

人和企业交换货币并将资金发送

钱。它将复杂的认证过程简化为

到全球的银行账户。

三个简单的步骤;使用 Toss，用户

货币基金会今年收到两笔款
项，其中第一笔已从八达通创业
投资公司获得八（800 万澳门元），
由代理风险投资公司参与。 [46]
第二，它已经从现有的投资者八
达通和 FrontLine Ventures 进一
步关闭了 880 万美元。因此，该
公司在此轮之前已经筹集了大约
2500 万美元，并且与最新的资金
计划一起，该公司还宣布了三个
今年夏天宣布筹集 230 万美
元后，该公司又增加了几名新投
资者。总共，该公司已经从 Index
Ventures ， Balderton Capital ，
Seedcamp 和 Point Nine，Venrex
和商业天使筹集了 480 万美元
（320 万英镑）。据当时的一家公
司说，有 10 万名客户转移了相当
于 2 亿美元。[42] 5 月份，它已
经处理了 5 亿美元的客户资金，

Viva 共 和 公 司 的 产 品 着 名
Toss ， 被 认 为 是 韩 国 最 成 功 的

关键的新员工。
担任新任首席执行官的是
Paul Byrne，在过去 15 年中，他
曾担任三家不同软件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在其中销售了两家软件
公 司 。 在 CurrencyFair 上 加 盟
Byrne 是新任首席财务官 Ruth
Fletcher 和 首 席 产 品 官 Sylvie
McDermott ， 创 始 人 兼 前 CEO

只需通过收件人的银行帐户，转
账金额和密码即可汇款。四月份，
国 际 知 名 风 险 投 资 公 司 KTB ，
GoodWater 和 Altos Ventures 的
财团共筹集 26.5 亿韩元，约合二
千三百万美元。[48]更值得注意
的是，10 月份，高通，Goodwater，
Altos 和 KTB 已经从现有投资者
那里筹集了 2370 万美元的资金。
[49]
1 月份，Toss 全年累计交易
金额达 8700 万美元，但此后持续
快速增长，6 月[50]交易金额仅为
8700 万美元截至 2016 年 4 月，
Toss 达到 2.81 亿美元的累计交
易总额，超过所有竞争对手在
P2P 传输空间。 10 月份，它处理
了 1B 美元的交易，仅在 Toss 推
出 18 个月之后。并且用户积极地
使用 Toss。 Toss 的平均交易次

这意味着在短短 3 个月的时间里，
它已经花了大约 3 亿美元，使用
Revolut 卡[43]和 180,000 个客户。
此外，在七月份，该公司又
从 Balderton 领先的另一笔 A 系
列募集了 1,000 万美元。在七百
七十五万英镑的回合之后，
Revolut 在 Crowdcube 的一个股
权聚集[44]中获得了 100 万英镑
的收益。 7 月份，公司已有 20 万
注册用户，每天新增 1,500 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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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约为每月 7.2，比通过银行应用
程序的平均交易数量多出 3 倍
（根据 BOK 的去年统计，每月 2.2
个）。

收集多个同行的付款。[52]
同时也推出了面向东南亚年
轻人的“360 度数字化”银行服

Next Money 奖，其中 1015 家创
业公司获得了$ 2000USD，并在
香港的决赛中预订了他们的位置。

务。它决定在建立数字银行服务

此外，Ayannah 有一个伟大

在新产品方面，它现在已经

之后，意识到它的付款应用程序

的 2016 年。汇款业务在 2016 年

进入了 30 亿美元的总交易量运

吸引的千年观众，特别是那些无

下半年。收入从 2014 年 7 月到

行率市场，并推出了 Toss 贷款，

法进入实体银行的受众，这些传

2016 年 12 月份增长了 202 倍，

这是通过移动支付应用程序进行

统对手的服务水平不足。服务中

而 Ayannah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的

的小额贷款服务。它还推出了

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将是纳入金融

增长将继续加速，因为它增加了

“Toss 金融仪表板”，为消费者立

知识工具，这些工具是预算，储

更多的合作伙伴和代理商。

即全面了解其财务状况。

蓄和集体付款的自动化工具，希

Toss 贷款通过作为其用户和

望鼓励更有效的管理资金。

顶级金融机构之间的中间商提供
小额贷款（高达 500 美元）。通过
分析存款交易数据，Toss 成为测

Instarem（新加坡）

量和验证用户信用评级的额外来
源。 Toss Finance Dashboard 为

InstaRem 是另一个坚实的新

用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图片，通

加坡投资者，一个国际汇款支付

过一个单一的应用程序。以前，

公司，索赔要比银行收取更低的

消费者必须下载并监控每个持有

费用，而像 MoneyGram 或西联

账户的金融机构的独立应用程序。

汇款这样的传统汇款服务费率一

使用 Toss Finance Dashboard，用
户可以查看与其各自的财务帐户
相关联的全面交易历史记录。
[51]

克什米尔的二零一零年的主
要目标是扩展到数字化的东南亚
市场，如菲律宾，斯里兰卡，印
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般不到百分之一，而交易在一天
内完成，如果不是。
在 2016 年 ， 它 由 Vertex
Ventures 领导的一轮筹集了 500
万美元。 A 系列投资包括
Fullerton Financial Holdings 的参
与，该公司是一家投资基金，像

Kashmi（新加坡）
Kashmi 是一家新加坡的 p2p
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提供商，该工
具是通过智能手机电子方式交换
资金的一种工具，在最新的资金
支持下，该公司是 2015 年 12 月
关闭的 0.7MG 种子，它宣布在用
户交易中处理了 150 万新元。

Vertex 一样，是新加坡主权财富
Ayannah（新加坡）
Ayannah 是 Life.SREDA 的投
资组合公司，是向世界新兴中产

基金淡马锡的附属公司，以及现
有 投 资 者

Global Founders

Capital。[53]

阶级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的领先提
供商，其中大多数是移民或从银
行的金字塔基地。对于新兴市场
的无银行账户，他们提供无障碍

Fastacash（新加坡）

此外，在夏季，卡什米还表

的数字商业和支付服务，以刺激

在 2016 年 初 ， 新 加 坡 的

示，它正在推出“团队付费”功

融资和识字，并提供改善生活质

Fastacash 和布达佩斯手机钱包

能，该功能应该是在 7 月份生效，

量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商 Cellum 宣布了新的战略

以符合 2010 年欧洲杯足球赛最
后一轮的排位赛。 Kashmi 说，这
个新功能将让用户在一次点击中

在 2016 年，Life.SREDA 的投
资组合公司在 FF17 Semi Finals
获得了最高的奖金，获得 Visa 和

合作，以加速其全球增长。在新
的合作伙伴关系下，两家公司将
结合其服务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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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电信运营商和卡方案网

亚洲市场的新系列产品和服务。

络中，Cellum 能够在日本和泰国

百度钱包是针对拥有世界上最大

以及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开设新的快速市场。它还将向其

TravelersBox（以色列）

银行和非金融合作伙伴提供其

TravelBox 是 以 色 列 的

PCI DSS 认 证 白 标 移 动 钱 包 的

一个启动公司，它允许旅客将剩

fastacash。最后在 11 月份，新加

余的外币兑换成数字货币。它在

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新加坡

世界各地的机场运营信息亭，并

银行协会（ABS）在 FinTech 大奖

促成了迄今为止数百万笔交易。

上授予了 10 家 FinTech 公司，共

旅行者可以将可以存入贝宝账户

计 115 万新元。在 10 名获奖者

的外国变化和账单转换为零售商

中，FASTACASH 被授予荣获第一

的礼品卡或用于慈善捐款。今年，

名，奖金为 250,000 新加坡元，

它吸引了来自 Arbor Ventures 的

在 MAS FintTech 奖（新加坡公司

1000 万 美 元 ， 现 有 投 资 者 为

任何规模）。 [54]

Pitango VC，IPE Ventures，Pereg
Ventures，iAngels 和 Global Blue。
该公司迄今已筹集了 1550 万美
元。 [58]

的旅游人群的中国市场专门制作
的一系列优惠的首选解决方案。
[59]

Lydia（法国）
Lydia 是法国的付款应用程
序，非常类似于 Venmo，让你立
即与你的朋友发送和接收钱，无
需支付费用。到目前为止，它只
在法国可用，在法国有超过 50 万
的用户。截至 9 月底，该公司从
新 Alpha AM 和 Oddo＆Cie 筹集
了 780 万美元，用来扩大到其他
欧洲国家。Lydia 计划在 2017 年
上半年在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推
出。Lydia 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目
标，其中包括两年内达到 300 万
用户。
此外，今年，Lydia 还透露了
一个 Slack 机器人，一旦你安装

AirWallex（澳大利亚）

此外，TravelersBox 宣布快速

了 Slack 的机器人，它将监视并

扩张，在亚洲机场推出超过 40 个

确认你是否要汇款。例如，你可

信息亭。因此，该公司在日本成

以说“我希望你喜欢汉堡。

AirWallex 是 个 人 和 商 业 跨

田国际机场启动了新的信息亭，

@jordan @matt 你 们 每 人 欠 我

境交易的新型对等解决方案。今

到 2016 年底还有 6 个以上的其

10 欧元。 cc @lydia“。然后，

年刚刚推出，但已经从阿里巴巴

他机场。新的信息亭在菲律宾马

Jordan 和 Matt 在他们的手机上

风险投资基金香港投资经理戈壁

尼拉机场已经成功运作。

收到通知，要求他们支付款项。

合伙人以及一群天使投资者筹集

他们可以审查和接受，那么你将

了 500 万美元。 [55]最初的目标

拿回 20 欧元。这是 Lydia 正确方

市场是当地小企业寻求更容易的

向的一步。Lydia 也可以利用其后

方式与中国和香港的客户和供应

端来将支付功能集成到如 Slack

商进行交易。已经拥有在中国和

等的各种应用程序中。

香港经营的相关执照。[56]
AirWallex 计 划 在 未 来 几 个
月内使用这些资金开发其专有技
术堆栈并推出重要功能，包括多

Cookies（德国）

币种数字钱包和电子商务平台
API。 [57]

地理考察的同时，全球所有

Cookies 是德国的一家初创

TravelersBox 报亭都推出了针对

公司，官方发布仅仅几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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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破产。根据其博客可知，由

张战略的一部分，西联公司（WU）

最后一点，截至 2016 年底，

于联合创始人之间的争论和资金

宣布与 Walmart de Mexico [68]

西 联 汇 款 通 过 其 Maybank2u

的缺乏，创业公司正在申请破产。

中央银行达成协议，在墨西哥提

（“M2u”）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在

而我所听到的，这里的故事有两

供西联汇款、维戈和奥兰迪瓦卢

马来西亚推出首个数字汇款服务，

个版本。今年夏天，围绕产品发

塔公司的国际汇款服务。客户现

使 Maybank 客户能够将资金转

布[61]，公司内部存在一些问题。

在可以在一年 365 天的营业时间

移到超过 200 个国家、50 万西联

发布时间较晚，公司用尽了资金，

内，在墨西哥 31 个州和墨西哥城

代理地点。

投资讨论也没有任何进展。投资

的 1,266 家 Bodega Aurrera，Mi

者敦促团队出货，以便公司获得

Bodega Aurrera ， Walmart ，

新一轮投资，这对创始团队造成

Superama 和 Suburbia 商店收到

了很大的压力，并且导致了联合

他们的汇款交易。这些公司到

创始人之间的斗争。

2016 年底才启动了这些服务。[69]

MoneyGram（美国）
MoneyGram 是汇款部门的

在提交破产后[62]，Klarna 接

西联汇款公司还拥有西联商

另一巨头，在近 200 个国家和地

手了 Cookie 团队，所以他们可以

业解决方案，并宣布增强其

区的零售商店、邮局和银行拥有

加入另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WU®EDGE 数字交易平台的功能，

大约 35 万个网点。 [74] 今年与

Klarna 宣布，除了一个联合创始

包括扩展该平台的免费网络，以

其最长久的合作伙伴之一英国邮

人之外，整个 Cookies 团队都加

及七个新市场的可用性：香港，

政局庆祝他们成功的长期业务联

入了 Klarna [63]。 Cookies 团队

盟的一个里程碑——他们 20 年

呆在了柏林。事实上，它成为了

的合作关系，以及 3 月份的 2000

Klarna 在柏林的新地点。该公司

万美元的汇款交易。 [75]

已经在欧洲以及纽约和特拉维夫

该行业最重要的事是，蚂蚁

设有多个办事处，但是 Klarna 在

金 服 以 8.8 亿 美 元 收 购 了

柏林还没有开展业务。前 Cookies

Moneygram ， 这 笔 交 易 预 计 在

员工正在为 Klarna 开发新产品。
[64]
领域里的大玩家

西联公司（美国）
今年，西联继续扩大在全球
的数字化业务，抓住了上网的社
会经济格局，并且今年为推动全

2017 年下半年完成。[76]蚂蚁金
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波

服此次收购意在扩大全球影响力，

兰和捷克共和国。 WU EDGE 平

获 取 更 多 的 国 际 用 户 。

台帮助企业满足国际需求，如：

MoneyGram 在 200 多个国家拥

WU EDGE 平台将 AP（应付账款）

有大约 35 万个合作伙伴，拥有当

和 AR（应收账款）工作流程与电

地的销售团队和业务。蚂蚁金服

子发票提交和付款（EIPP）相统一;

将利用 MoneyGram 的渠道网络，

提供可行的见解，帮助企业解决

嵌入自己的移动平台和服务，推

国际支付所产生的外汇风险。

动其金融服务的发展。 [77]

[70]

今年，MoneyGram 在新兴地

球数字创新投资做出了巨大的贡

在投资活动方面，十二月份

献。它在今年扩大了覆盖范围，

WU 表示，已经对 Wallerton [71]

例如 6 月份，与提供可信赖的数

与 PrivatBank 在乌克兰开发了在

进行了战略投资，这是移动钱包

字商务和支付解决方案的

线转账服务，在古巴开发了通过

账单提交和支付能力的先驱。

Mozido 合作，为斯里兰卡移动钱

西联应用程序和 wu.com 进行移

Walletron 通过独特创新的电子

包用户提供国际汇款服务。 在斯

动在线转账服务。[66]西联汇款

钱包解决方案 moBills 自动化手

里 兰 卡 的 Dialog 、 Etisalat 和

已使 29 个国家的消费者能够向

机钱包，如苹果电脑钱包和

Hutch 的移动客户可以在世界上

古巴汇款。 [67]

Android Pay，是一个提供数字互

第一个互操作的移动货币服务—

动和服务提供者的品牌。[72]

—eZ Cash 上注册，便可以通过

此外，作为其在墨西哥的扩

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eZ Cash 手机钱包接收国际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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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 eZ Cash 的 1400 万潜在用

有 Bodega Aurrera，Mi Bodega

有竞争力的外汇汇率，同时也是

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78]

Aurrera 和 Superama 商店。 [80]

一个“利率锁定”功能。利率锁
通常在大型国际转账中提供，因

另外与尼日利亚主要的零售

此往往是为富裕客户保留。 [81]

银行之一的 GT 银行合作，并宣
布 在 GT 银 行 网 络 上 推 出

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公司的趣

MoneyGram 的接收服务。 此服

情。第一个是 Lebara Money 在

务可使用 MoneyGram 的现金到

LebaraGroup 提供的孵化器式环

账户服务。 尼日利亚的客户现在

境 中 有 效 地 运 作 ， 而 Lebara

可以在几分钟内收到分布在 129

Group 是一个以国际电信服务业

个国家的朋友和家人的汇款，汇

务闻名的组织。因此，这个新的

款直接汇入 GT 银行个人账户。

创业公司拥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网

顾客可以通过亲自去银行、在网
上或者是使用 ATM 机来获取账
户里的资金。 汇款是尼日利亚继

Lebara（英国）
Lebara 是移动网络经营商，

石油之后的第二大外汇来源。 据

是世界移民社区普遍认可的品牌。

世界银行称，尼日利亚的汇款数

今年 Lebara 宣布计划进入国际

量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汇款

货币转移市场。 Lebara Money

的三分之二左右。 2015 年，估

正在利用其与 Lebara Mobile 的

计有 210 亿美元流入该国。 [79]

联系，而 Lebara Mobile 专门为移

除了 WU，MG 还与沃尔玛合
作，为那些需要从美国沃尔玛转

民提供更便宜的打回祖国的电话
计费方式。

络。
第二，与其他金融服务公司
不同，Lebara Money 似乎认为移
民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部分，
而不是一个被避免的群体。
Lebara Money 主管 Selma Ribica
说，这部分反映了公司的金融科
技基础。她说： “传统金融服务
提供商的风险偏好很低，许多人
不愿意与没有信用证明的客户合

账到墨西哥沃尔玛的客户提供新

和 Transferwise 一样，Lebara

作，而我们使用不同类型的技术

的跨境转账产品。 客户可以从美

Money 竞 争 对 手 是 西 联 、

做出决策，这使我们更加敏捷。”

国 4500 多个沃尔玛向墨西哥的

MoneyGram 和 银 行 。 Lebara

[82]

1,250 多家沃尔玛汇款; 包括所

Money 已经进入市场，但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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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具吸引了大量的客户
— — Whatsapp 有 12 亿 ，
Facebook Messenger 超过 10 亿，
Viber8.58 亿， 微信 8.46 亿，
Line2.2 亿， Snapchat1.58 亿，
Telegram1 亿， KakaoTalk4800
万， Slack500 万（它成功鼓励微
信和 Line 为观众推出他们的类似
产品）——他们都在想如何 “不
仅仅只是一个信使”。这里面除了
微信，KakaoTalk（占总用户数量
15%的韩国以外的用户数量已经
从 1000 万下降到 680 万），日本
的 Line（在泰国和部分滨海国家
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之外，绝
大多数都是国际化的。其中有两
家进入了证券交易所——Line 在
2016 年（报价稳定，约 73 亿美
元），而 Snapchat 在 2017 年初
（报价现在正在校准，资金大约
在 22 亿美元左右）。

证，而在 2017 年初，阿里支付对

供应商推出特别支持服务。 该系

它投资了 2 亿美元。

统允许中国用户将人民币投入到

FacebookMessenger

和

Telegram 这样的公司还在积极
开发聊天机器人并开发游戏。
Facebook Messenger 现 在 不 仅
在美国提供网上汇款服务，同时
也在欧洲提供（公司已经在爱尔
兰 获 得 电 子 钱 包 许 可 ）。
Whatsapp 在 2016 年没有任何消
息，除了印度传言该公司计划在
那里推出在线转帐服务。在这个
国家，该服务拥有 2 亿客户（占

微信支付账户中。微信支付可以
支持九种外币（美元，英镑，港
币，日元，加元，欧元，澳元，新
西兰元和韩元）支持付费供应商。
这样一来，参与交易的每个人—
—中国游客和外国供应商——都
可以使用他们所喜欢的货币。为
Uber，Facebook 和 Net Flix 等全
球商业提供支持的 Adyen 公司宣
布，已经将微信支付添加到其本
地付款方式的组合中。 [1]

总 量 的 15 ％ 以 上 ）， 并 且 与

此外，在第二季度，微信宣

FreeCharge 手机钱包相结合。早

布推出一款针对上班族的新通信

在 2014 年，Snapchat 与 Square
合作推出汇款服务（但是在这方
面 没 有 特 别 成 功 的 消 息 ）， 在
2016 年，有传闻说，推出了一个
像 Robinhood 这样的面向年轻人
的在线交易产品（再一次的，传

像微信，KakaoTalk 和 Line 这

言仍然是传言）。新银行的发展也

样的亚洲通信工具比美国同行好

见证了许多 “Snapchat 一代”的

多了，因为它们在产品范围上高

移动银行，所以也许收购其中一

度多样化：应用程序可以订出租

个便能继承其金融业务和客户基

车、在商店消费、支付账单、玩

础。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像

游戏、付款和转账。

Transferwise

微信拥有

，

Azimo

和

工具，同时也是 Slack 的替代品。
该公司尚未确定微信商业版的确
定发布日期。 该程序应该是免费
的，将有移动版和桌面版，它将

8.46 亿用户，其中 3 亿用户使用

WorldRemit 这样的创业公司更

微信支付。该服务获得了 4,600 万

偏向于通信工具而非实际的通信。

美元的汇款费用，可以假设其年

最有可能的是，最终它们会被收

截至 2016 年底，微信目前在

交易额约为 5500 亿美元（几乎是

购，毕竟在市场上已经投放了两

全球 9.5 亿名月活跃用户中，在

PayPal 的营业额 2820 亿美元的

年。对于那些在这方面失败的人

过去一年中增加了近 2 亿。 超过

两倍）。现在，该公司与 ApplePay

来说，这将是最有意义的。

3 亿的用户在微信支付和 QQ（腾

包括一些特定的业务功能。 [2]

和星巴克合作，扩大其在中国的

讯的另一项服务）绑定了银行卡。

渗透率，并与 Adyen 合作，允许

[3]腾讯表示，它已经从微信支付

外国客户在其他国家通过 9 种货

的银行转账费用中获得了超过 3

币补充其钱包。不同于它在中国
的主要竞争对手阿里支付，微信
支付公司尚未开始通过投资或收
购外国金融科技创业公司来拓展

亿元人民币（4600 万美元），几
微信（中国）
2016 年初微信宣布，向海外

乎全部来自中国。 腾讯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表示，该公司的转账业
务收取 0.1％的手续费，这意味着

海外市场。 因为 KaKaoWallet 很

该服务每月接收近 500 亿美元的

成功，所以 KakaoTalk 将它单独

银行转帐。 以同样的速度，这意

成一家公司，它在 2016 年收到了

味着每年处理的付款接近 5,500

监管机构可创建网上银行的许可

亿美元——这几乎是 PayPal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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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 2820 亿美元的两倍。 [4]

已经募集了超过 12 亿美元的投

腾讯的消息应用程序平台还宣布，

资 资 金 ， 投 资 者 包 括 General

苹果中国网上商城现在也支持微

Catalyst Partners ， Lightspeed

信支付。

Venture

Partners ， Coatue

Management ， DST Global ，
Yahoo Inc.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该公司去年 3 月的估
值为 160 亿美元，与上一轮在
2014 年 12 月的估值，同比增长

元，占总收入的 43％。[9]
十月份，Snapchat 发布了一
副名为 Snapchat Spectacles 的连
接太阳眼镜。他们可以录制视频
片段，自动保存到客户的
Snapchat Memories 中。太阳眼
镜配有一个 115 度镜头的相机，
旨在模仿人类的视觉。 [10]

60%。[6]
该公司还宣布了大量新功能，
最后，星巴克宣布，从 12 月
份开始中国客户可以使用微信支
付在全国近 2500 家星巴克商店
购买咖啡。 通过星巴克与腾讯控
股有限公司的合作，咖啡巨头西
雅图成为首家可以使用微信——
这一中国流行社交平台进行支付
和转账的零售品牌。

作为“聊天 2.0”的一部分。该更
新包括语音聊天、视频和音频笔
记、贴纸以及 UI 的一些更改。虽
然 Snapchat 在很大程度上被视
为一个短暂的青少年沟通平台，
但这些变化使公司进入了更广阔
的竞争空间，竞争对手囊括了从
Kik 和 Whatsapp 到 Skype 和
Facetime 的一系列公司。[7]此外，
在第二季度，Snapchat 在 F 轮募

Whatsapp（美国）
Whatsapp 发布了一个值得
注意的公告，其创始人 Jan Koum
宣布，该服务将不会再向用户收
取 1 美元的订阅费，以解决一些
无法用信用卡支付费用的用户面
临的问题。 [11]他还解释说，该
应用不会显示任何第三方广告，
而是会带来与商业机构沟通的新
功能。

Snapсhat（美国）

此外，Whatsapp 宣布全球用

Snapchat 在 2016 年初宣布，

户已达到十亿，每天处理超过 1

它正在开发一项服务，让用户通

亿个语音电话。这相当于每秒超

过消息传递应用程序投资，并通

过 1,100 个电话，该帖子补充说

过算法进行管理。该项目对

资中又获得 18 亿美元。此次投资

Snapchat 来说很关键，但据我们

它会在未来几个月改善语音服务。

者包括大西洋将军，红杉资本，T.

了解，该产品从未被公开披露。

（该公司在今年春天测试了视频

Rowe Price，Lone Pine，Glade

该公司是否能持续盈利，这令人

电话）。值得注意的是，Microsoft

Brook Capital ， IVP ， Coatue

担忧。这不是 Snapchat 第一次尝

的 12 岁的 Skype 表示，其用户

Management 和 Fidelity 等。截至

试金融服务。 2014 年 11 月，它

每天可以达到 30 亿分钟的通话

2015 年底，Snapchat 在 2015 年

开始使用 Square 的汇款服务，让

时间。 [13]这是一个更大的数字，

的营业收入为 5900 万美元（主要

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内互相汇款。

但它计算的是谈话时间，而不是

盈利在今年下半年才开始）。

实际的电话，就像 WhatsApp 正

年轻人宁愿通过技术公司进行存
款或投资，也不愿通过为其父母
服务的大银行和华尔街公司。 [5]
尽管如此，Snapchat 已经从

据统计，Information 报道说，

在做的。微软在今年的 BUILD 大

Snapchat 现在有 1.6 亿用户，从

会上也表示，该软件每月超过 3

2016 年第一季度的 1.3 亿增加到

亿用户使用。 [15]

6 月份的 1.5 亿。收入也很乐观，

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

2016 年达到 4 亿美元，这与分析

筹集了 1.75 亿美元的资金，对消

师估计的相符，高于 Snap 团队内

息公司的估值与一年前相同，达

部估计的 3.5 亿美元。 [8]此外，

到 160 亿美元。 Snapchat 现在

它 2016 年广告收入 1.498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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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四月推出了三万台机器人，
五月份将超过 10,000 台设备，七
月份还有 11000 台机器人。 [19]
Facebook messenger（美国）
Facebook Messenger 开 始
了一年，用 Spotify 歌曲共享音乐。
在平台支持方面，2016 年 5
月 10 日 ， Whatsapp 推 出 了
Windows 和 MacOS 版 。 与
WhatsApp Web 格式类似，该应
用程序将与用户的移动设备同步，
可在网站上下载。

在聊天主题中的 Messenger“更

与 Facebook 的关系，并已成为

多”部分内，所有 iOS 和 Android

Messenger 其中一个付款方式。

用户现在都可以找到 Spotify 选

这意味着使用聊天机器人购物的

项。点击它，他们将被连接到

客户现在可以使用 PayPal 的付款

Spotify 的应用程序中，在那里他

服务在 Messenger 上进行交易。

们可以“搜索要分享的东西”。一

[20]

旦用户选择了一首歌曲、艺术家

2016 年 Whatsapp 在印度也

或播放列表，他们就会弹回到

非常活跃，首先，在 5 月，

Messenger，并可以选择分享封

FreeCharge 宣布 Whatsapp 的新

面图片的照片。当一个朋友点击

功能。 如果两个 WhatsApp 用户

这张照片时，他们会弹到 Spotify

已经在 FreeCharge 应用程序中

上收听。如果 Messenger 可以成

允许了一些设置，他们便可以在

为连接 Spotify 用户的更加丰富

输入金额后键入“FC”进行转账。

的社交层，它可以激发对音乐的

例如，
“200FC”将转让 200 印度

深刻对话，从而提升用户参与度。

卢比。 该功能通过调整某些隐私

这为 Facebook 创造了平台锁定

设置来激活，因此 FreeCharge 可

和潜在获利的机会。 [18]

以读取 WhatsApp 消息中写入的
内容。 虽然这是任何开发人员可
以在 Android 应用程序中包含的
内容，但是令人兴奋的是其支付
额度的调整。 [16]

PayPal 在 2016 年也加强了

此外，Facebook Messenger
还推出了与自拍面具进行 6 屏群
组视频聊天的功能。六个用户可
以分屏出现，还可以使用
Snapchat 风格的屏幕，发送文字、
贴纸、emojis 和 GIF 的同时，还
可以有 50 个用户通过语音进行
聆听和聊天。 [21]
欧 洲 Facebook Messenger
开发了朋友间的支付途径（去年

在九月份，Facebook 填补了
聊天机器人平台上最大的漏洞。
Facebook 的主管 David Marcus
在 2016 年的 TechCrunch Disrupt
SF 上宣布，信使机器人现在可以

三 月 在 美 国 发 布 功 能 之 后 ），
Facebook 悄然获得了爱尔兰中
央银行的电子货币许可证。具体
来说，许可证涉及电子货币发行
和付款服务，包括信用转账、付
款交易和汇款。 [22]

此外，它在新德里的全球发

接受付款，而不会将用户发送到

布会上发布了视频通话功能。 这

外部网站。最后，人们存储在

Facebook 向 Messenger 的

是一件大事。 不仅功能明智，更

Facebook 或 Messenger 中的信

34,000 机器人开发人员开发了分

重要的是全球消息巨头选择在印

用卡信息，可以用于在机器上购

析数据和 FbStart。 Facebook 表

度发布这个功能。 [17]

买，这是开发人员新的封闭测试

示，现在让开发人员跟踪广告和

版 的 一

应用程序的免费分析平台上的机

部分。马

器人。与此同时，Facebook 还开

库 斯 还

始了开发项目 FbStart。这两者都

透露，四

为制造商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来构

月 份 的

建和监控新部件的工作。 [23]

34,000
台 设 备
已 经 加
入 了 这
个平台，

Facebook Messenger 宣 布
正在准备推出一款新的“即时游
戏”平台，让人们可以轻松地与
朋友玩游戏。实际上在 11 月份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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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即时游戏。 Facebook 希

银行卡（这有点像苹果支付）。这

Line 宣布支持在亚洲之外的两家

望一些友好的竞争情节能让你在

个消息传递应用程序本身在今年

风 险 投 资 公 司 ： 美 国 的 DAG

Messenger 中度过更多的时间。

前三个月总共收入 2.75 亿美元，

Ventures 和 法 国 的 Korelya

你不需要同时获取高分，所以随

比 12 个月前增长了 22％。[27]

Capital 之后，又投资了其他国际

时都可以尝试运气。即时游戏也
可以通过开发商推广自己的游戏

相比之下，截至 2017 年 12

公司。 Line 在 2016 年夏天以 10

赚取 Facebook 广告费，也可以通
过收费来赚取收益。
即时游戏现在在包括美国在
内的 30 个国家上线了 17 场游戏，
包括来自 Bandai Namco，Konami
和 Taito 等经典开发商，以及像
Zynga 和 King 这样的新兴工作室。
即时游戏适用于较新的 iOS 和
Android 设备，可以通过点击照片
和 贴 纸 按 钮 旁 边 的 Facebook
Messenger 线程中的游戏控制器
图标找到。你也可以通过桌面上
的 Facebook 平台玩游戏。[25]

月 31 日，Line 的净利润为 75.6
亿日元（6649 万美元），而去年
同期为 75.8 亿日元。年营业利润
比上年增长 10 倍至 1900 亿日元，
受广告收入增长的推动，单季度
涨幅超过 50％。 Line 增加了雇

亿美元的美日双边 IPO 上市，并
没有透露其对 DAG Ventures 的
投资，但它确实表示，与母公司
Naver 一起，将同时投入 1 亿欧
元（1.12 亿美元）进入 Korelya
Capital 的新 K 基金 1. [30]

佣人员的业务费用，扩大了员工
Line（日本）

队伍，这些成本在第四季度也增
加了营业利润。该公司表示，预

Line 于 2016 年初宣布，其

计此类成本将持续到 2017 年第

2015 年的总收入达到 10.2 亿美

一季度，尽管预计在此期间将实

元，比 2014 年的 6.56 亿美元增

现营业利润。 [28]

长了 40％。Line 也正在开发数字
管家服务，通过独立的应用和服
务来提高收入。其中一个重点是
释放连接到其核心 Line 服务的应
用程序和服务。它已经有付款、
请求、音乐和视频流等功能。对
泰国的初步关注是有道理的，因
为它是一个核心市场，在这里
Line 像 Facebook 一样受欢迎。
[26]
它实现了每月活跃用户从
2015 年底的 2.15 亿增长到 2.184
亿（MAU）。在 2016 年 Line 东京
国际会议上，最高执行人员展示
了不同规模的 Line 线下商店、移
动互联网服务以及 Line Pay 预付

在前三个月，Line 透露，它
将使用自己的 SIM 卡推出移动互
联网服务，被称为 Line Mobile，
在日本推出。Line 音乐流媒体不
收费。 Line Mobile SIM 允许用户
免费访问消息应用程序以及
Facebook 和 Twitter。 Line 已经

在 Snow （ 面 向 亚 洲 的

与 NTT Docomo 的蜂窝网络合作

Snapchat 复制品）上投资了 4500

开展新服务。一系列计划价格为

万美元（500 亿韩元）后，Line 进

每月 4.40 美元，不含税。 [29]

一步将业务多元化。 这笔交易显

9 月份刚刚在纽约上市之后，
Line 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
的股票价格上涨，涨幅高达百分
之五十。总的来说，该公司从双
重上市筹集了超过 11 亿美元。

示，Line 在 Snow 中占有 25％的
股权。

Snow 一 个 非 常 像

Snapchat 的产品在 2016 年夏天
登上了日本、韩国、中国和东南
亚的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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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可以进行音频通话和更改主

支付、网上银行等等功能向贷款

题。

和融资等金融服务转移。 [37]
根据 Megafon，Vimpelcom

Telegram（德国）
Telegram 首席执行官 Pavel
Durov 在年初透露其指标，称世
界各地使用免费加密消息收发应
用程序的人数从 2015 年 5 月份
的 6000 万增长到现在每月的 1

和 MTC 的报告，Telegram 在俄
罗斯 2016 年日常活动用户方面
以 7.5%排名第四，但与 WhatsApp
（ 39.9 ％ ）、 Viber （ 34 ％ ） 和
Skype（21％）相比，它有最高的
CAGR（60,5％）。 [35]

亿人。早期的增长表明这些服务
具有主流吸引力。 Durov 说：
“每

截至十二月底，其合并销售

天有 35 万新用户注册 Telegram，
而我们并没有营销预算。”[31]
在产品开发方面，它已经推
出了自己的博客平台。 这使得
Telegraph 成为在线发布短信或
匿名内容的有趣选择。 这些新功
能符合 Telegram 最近推出的在
其应用程序内部的开发内容。 该
公司在十月推出了聊天游戏[32]。
与 Facebook 和 其 他 正 在 开 发
Messenger 游 戏 的 人 不 同 ，
Telegram 的游戏是基于文本的
并 由 其 机 器 人 平 台 支 持 。 [33]

额首次突破 1 万亿韩元（8.82 亿
KakaoTalk（韩国）

美元）。 该公司曾经在海外拥有
每月 1000 万个活跃用户，但现在

2016 年 KakaoTalk 在移动

只有 687 万人，落后于美国的

平台上增加了网络银行业务，韩

WhatsApp。Kakao 需要改变策略

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初步

收复失地，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

的确定。 Kakao 表示，它还将推

[38]

出一种新的更精细的信用评级系
统，其中会包含“其他在线购买
数据和可能的社交媒体数据”。
网络银行可以使个人、创业公司
和小型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并
且可以为现有商业银行提供更广
泛的客户服务。
第三季度公司利润增长 260

Viber（以色列）
今年 Viber 做出了相当有趣
的举动，考虑到其 8 亿用户，它
开始与 Messenger 和 Whatsapp

亿美元。 增幅在今年下半年发生，

等大公司竞争。 它为企业和品牌

使公司利润比上年增长 130％以

推出了一种新的帐户格式，用于

上。 [36]

与 Viber 用户进行营销和客户服
务方面的沟通，而无需用户先将
该帐户添加为联系人。 [39]

所 以 现 在 ， Kakao Talk 有
此外，它还揭示了它启动了
一个“机器驱动的游戏平台”，试
图通过新功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34]杜罗夫还表示，他们致力于
语音通话。 Telegram Messenger

4800 万用户——它在韩国超过
95％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了应用程
序，并且长期提供移动支付服务。
12 月，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其金融
服务分拆成一家新公司，将原来
的柜台支付、点对点交易、账单

此外，在 12 月份，由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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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与西联汇款建立伙伴关系，

款。 [40]

Viber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西联
和 Viber 创造了一种在 Viber 的
聊天界面中进行汇款活动的体验，
不仅提供了不需要离开应用程序
的便利，而且还可以在朋友间进
行语境化转账。 今年早些时候，
两家公司宣布美国 Viber 用户可
以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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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进入饱

出现的项目 LoanStreet，Saving

和阶段时，价格比较网站会变得

Plus / Jirnexu 从马来西亚开始，

越来越受欢迎。因此，消费者需

iMoney 从印度尼西亚开始。

要产品和服务世界的指导。这些

Habito（英国）

比较平台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将比

Trussle 因为从大企业那儿募

较平台上列出的任何产品/服务

集了 110 万英镑的资金而成为头

提供商进行比较。然而，这也是
这种比较平台的一个弱点——一
旦市场达到饱和阶段，客户最后
会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或服务，那
么重回这种比较平台的动力就急
剧下降。

Trussle（英国）
Trussle 是一个伦敦的抵押
贷款“配对”服务，承诺让寻找
最佳抵押贷款的过程“更智能，
更快，更透明”，它对最终客户是
免费的，但通过向抵押贷款提供

比较网站可以通过添加新的

商收取大部分费用来盈利。 而这

垂直和新闻附加服务来抵制这种

个创业公司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独

动机下降的倾向。 例如：新加坡

特的，并且从一些知名人士，如

银行及其机构，PFM / PFP 服务，

Betfair 联合创始人 Ed Wray，前

在线评分服务，p2p 借贷网站等。

英国谷歌 MD 公司的 Dan Cobley，

此外，比较网站积累了大量的消

以及 Songkick 的联合创始人兼董

费者个人资料——如果他们没有

事长 Ian Hogarth 等知名人士筹

积极改革，他们将会在全球比较

集了 110 万英镑的投资。

网站中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

们注意到市场上有另一家抵押贷
款经纪人--Habito，英国另外一
家数字抵押贷款经纪人，提供“全
自动化” “经纪服务，帮助你找
到最合适的抵押贷款并提出申请。
为了帮助 Habito 走出大门，这家
创业公司已经筹集了马赛克投资
公司（Mosaic Ventures）投资的
150 万英镑的种子资金。 还有一
些值得注意的天使投资也参与了，
其中包括 Taavet Hinrikus，Samir
Desai，Yuri Milner，Tom Stafford
和 Paul Forster。

在抵押贷款的整个生命周期

在 2016 年，Google 已经关

内进行登记是重要的——在某种

闭了其在英国、美国的 Google

程度上让人联想到近期的在线保

Compare，Google Compare 以前

险经纪人[1]，因为它有可能与每

是为银行和保险产品提供比较服

个使用者建立持续的关系。 [2 当

务。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它无利

可获得更好的交易或更低的利率

可图——这是个没有找到正确途

时，通过切换抵押贷款，Trussle

径的大公司的例子。

用户可以获得额外的而非无意义

摩根大通决定加强其在汽车

条新闻已过去两个多月，如今我

的储蓄。 据英国创业公司估计，

贷款方面的地位。 它与 TrueCar
集成，让消费者在选择汽车时可
以比较并选择汽车贷款、保险条
件和一般经销商。 这是一个银行
进入市场应对风险的良好反应。
如第一点所述，由于价格和
贷款比较场地的早期形成，它们
在东部仍然占主导地位，发展良
好。在香港的 HoldingAsiaGroup
在 A 轮募资中已经吸引了来自高
盛等公司的 4000 万美元。 印度
银行集团在 C 轮募资中获得亚马
逊等公司投资的 6000 万美元，新

英国房屋业主每年亏损 290 亿英

Habito 已经开发了技术，声

镑，因为没有重新抵押贷款，而

称要分析 100 个贷款人在市场上

是降低固定利率。

的每个抵押贷款，根据你的个人
情况确定最佳交易。 然后，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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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 30 分钟内通过 Habito（他
们声称）申请。 [4]

Smava（德国）

GoogleCompare2012 年 以
来一直在英国活跃，但去年才在

Smava 是德国新兴的 P2P 借

美国流行。 在 11 月增加抵押贷

贷网站，尽管自 2007 年便在该领

款服务之前，它在上个三月以作

域存在。它已经协助了超过 2 亿

为售卖汽车保险的工具起家，一

欧元的贷款，投资者的年投资回

开始被称为 Google Advise [7]。

报率为 6.7％左右。 Smava 有几
个很酷的功能来吸引投资者，如
“bidbot”
（Bietmaschine），可以
根据你选择的参数自动投资。
此外，德国市场的贷款人在

摩根大通（美国）

16 年三季度获得了 3400 万美元

有趣的是，汽车行业的价格

的贷款，据报道，该轮由 Runa

比较服务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善，

Capital 领衔， mojo.capital 和

并且有很多研究成果。 例如，摩

Verdane Capital 也参与了。 该轮

根大通在汽车贷款市场中脱颖而

募资还包括早期投资者 Earlybird

出，并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数字服

Venture Capital 的 参 与 。 据

务——大通汽车直销 ——可以

Crunchbase 称，新资金注入使

让客户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购买

Smava 的 总 运 营 经 费 达 到 了

汽车和安全融资，这可能会削减

6300 万美元。

部分在与汽车经销商进行谈判时
耗费的时间。 [8]
Moneysmart.sg（新加坡）

客户可以找到新旧二手车的
GoogleCompare（美国）
谷歌今年决定关闭其比较
网站，它的比较网站为一系列金
融产品交易提供服务，包括信用
卡、抵押贷款和旅游保险或家庭
保险。

融资方案，并在银行网站上获得

Moneysmart 是在线金融产

贷款。 他们还可以比较其他消费

品和服务市场的供应商。它经营

者支付的价格，然后在银行网络

一个在线搜索和购物门户网站，

中的经销商中选择。

用于策划和汇总 16 种不同类型

根据摩根大通的说法，这
款产品将由数字购车服务商
TrueCar 提供支持。 这是一个与

的个人理财产品，包括信用卡、
保险和住房贷款。它还可以简化
对客户的财务建议，并允许用户
比较价格并通过网站申请金融产

Google 在声明中表示，该产

金融技术公司合作的银行越来越

品已经获得了很多用户，但是在

受欢迎的例子，再也不是反对它

收入和活动方面，它“并没有我

们。 合作伙伴之间整合新的、更

截 至 2016 年 第 二 季 度 ，

们想象的那么成功”。 这个搜索

快的技术，为消费者拓宽数字化

MoneySmart.sg 在 SPH 媒体基金

巨头表示，未来将更加专注于其

选项，能加速自身发展。

发起的 A 轮募资中筹集了 200 万

品。

AdWords 广告平台和广告领域

美元，并推出了一款新的 iOS 应

中的机会，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

用程序，可帮助消费者选择正确

域。 [5]

的信用卡交易，从而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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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返现、航空里程、奖励积

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分和折扣。 [9]应用程序开始时

5 月份已经与 Rate Reset（提供贷

提示用户选择他们正在使用的信

款重置、收购和保留服务的软件

用卡，然后它将显示当前可用信

提供商）合作，为信用合作社提

用卡列表，以及适用于每笔交易

供了与其他信用合作社共同参与

的卡。此外，用户还可以根据与

利率重置贷款的机会。 这种合作

CompareAsiaGroup 在高盛

合作商店的距离过滤信用卡交易，

伙伴关系将为销售信用合作社创

（Goldman Sachs）支持的消费金

并查看其他信用卡的交易。

造更大的流动性，并为买家创造

融创业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

新机会，以获取由 Rate Reset 技

于 2015 年结束了 4000 万美元的

术提供的更高收益。 [11]

A 轮融资，使其包括种子资金在

CompareAsiaGroup（香港）

内的所有资金支持达到 4500 万
美元。 而今年，它做出了一些组
LoanStreet（马来西亚）

织的变化，并任命了 Sam Allen 为
Saving Plus（马来西亚）

LoanStreet 是一家马来西亚
公司，提供贷款平台，在贷款期

这家位于马来西亚的金融比

新的首席执行官。Allen 曾在 KKR
工作，曾担任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投资组合业务团队的董事。

限内自动化和规范化贷款的购买、

较创业公司 Saving Plus 也筹集了

销售和管理。 在 2016 年，它的

300 万美元 A 轮新资金，进入新

该公司相对强势，在八个

A 轮融资从 300 万美元提高到

的数字化银行服务行业。 该公司

亚洲国家（香港，印度尼西亚，

400 万美元。LoanStreet 正试图

更名为 Jirnexu。该公司通过银行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

将其与 iMoney 和 RinggitPlus 等

比较网站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财

湾，泰国和越南）运营网站，使

其他金融比较网站区分开，将其

务选择。Jirnexu 在马来西亚经营

消费者能够比较贷款、信用卡、

业务模式作为主要的区别点。

比较网站 RinggitPlus，在印度尼

保险计划和其他金融产品。 [13]

Loanstreet 帮助消费者识别出适

西亚经营 KreditGoGo，但现在它

Bank Bazaar（印度）
BankBazaar.com 作 为 一 个
可以在贷款、信用卡或任何其他
个人理财产品上定制利率的金融
市场，在 2015 年 7 月筹集到了
合的融资产品， 但其核心在于，

又分支投入到使用 XpressApply

由亚马逊发起、Fidelity Growth

它是 B2B 业务，银行合作伙伴可

的银行服务中，XpressApply 这一

Partners 和 Mousse Partners 参与

以利用这些业务来接触更多的消

平台允许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和

的 C 轮资金 6000 万美元。它在

费者。 [10]

数字媒体吸引消费者。

2016 年开始了强劲的战略举措，

在商业发展方面，Loanstreet

这家创业公司迄今已经募

近期于 2015 年 10 月推出了房地

集了 450 万美元，并为 B 轮融资

产贷款资格检查手机应用，已获

做努力，以方便它将在线比较网

得 1,200 家注册地产代理商支持。

站扩展到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并

Loanstreet 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

开发其他以银行为主的产品。

使用其应用程序定向到 6000 至

[12]

7000 名 代 理 商 。 马 来 西 亚 有
28,000 名房地产经纪人。

并在亚洲扩张它的国际业务，重
点关注新加坡。另外，为了加强
国际影响力，它也瞄准了亚洲其
他成长市场，包括马来西亚、菲
律 宾 和 阿 联 酋 。 2016 年 ，
BankBazaar.com 透露，它拥有来
自印度 50 多家公有和私有银行、
NBFC 和保险公司的大量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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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并声称每月平均接待 550

年开始首次公开招股（IPO），并

万人次。 [14]

计划 2017 第一季度进入共同基

此 外 ， 现 在 七 岁 的
BankBazaar 还宣布计划在 2020

金部门。 BankBazaar 总裁 Adhil
Shetty 表示，该公司预计流量将
增长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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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增长水平高，未

动化。

来潜力好，但其他中小企业贷款
部门并没有很多新闻报道。 它为
今天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广泛的产
品，包括 P2B 贷款、直接中小企
业贷款、在线保理（购买或扩大
业务应收款在其资产上的贷款，
或通过市场转售给银行或其他投
资者）。
OnDeck，Kabbage 和 CAN
Capital 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

冷漠，在创业公司中并不广泛。

在线保理是对采购管理系统
（Taulia，Tradeshift，甚至更老的
Ariba ， The Interface Fifinancial
Group）的赞扬。 采购自动化业
务通常是低利润的，但这些公司

OnDeck 资本（美国）
OnDeck 是在线借贷业务的

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客户数据库，

先驱之一。 它使用混合模式，将

可以用于发展伙伴关系和并购。

贷款市场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

在线会计软件也是如此，如 XERO

的贷款相结合。 该公司于 2007

或 QuickBooks。行业巨头需要打

年成立，于 2014 年底上市。虽然

败自己，才能摆脱困境。

公司的股价从最初的 20 美元下

开发行业标准和服务的创新贷款

降至 4-5 美元，但是 OnDeck 不
会对其决定感到后悔。 [1]实际
上它在 2016 年相当活跃，签署了
一些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启
动了一些新的项目。

平台协会（ILRA）。 他们已经设计
了一个 SMART Box 平台，它是不
同中小企业贷款服务之间的价格
比较网站。 对于行业整合和规范
化整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三家公

通常来说，狭隘的焦点可以
是一个获胜的策略。 FastPay 与
数字媒体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C2FO 是一家提供算法、服务、

在线保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同样重要，因为中小企业中有许
多受到延迟付款的影响。 在美国，
这个行业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牵引
力，最近在其他国家也逐渐兴起，
例 如 英 国 (Tungsten, Platform
Black,

Due

Course,

OnDeck 与摩根大通（JPMorgan

子。

司表现出了前瞻性的态度。

Market

首先，也许也是最重要的，

软件的公司，使用折扣和奖金系
统提醒你的合作伙伴早期偿还债
务，该公司已经实施了一个值得
注意的想法。它已经在 70 个国家
工作，并在早期还款业务中“成
功催款”约 10 亿美元。 而另一
组公司从事采购自动化业务。

Chase）合作，为银行提供技术，
支持银行给现有业务客户提供在
线中小企业贷款。 这些贷款是大
通品牌，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摩根大通也在确定贷款的承销准
则。 [2]以前，办理银行的中小企
业贷款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月。而
现在他们可以在一天内收到。与
大通的合作是 OnDeck 与银行增

Invoice), 印 度 (Kredx), 新 加 坡

Blockchain 在线保理和借贷

加合作关系的基础，毕竟它为大

(Capital Springboard), 澳大利亚

业务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潜在用

通提供的技术中大约有 70％是

(Waddle),

例：交易;、交易存储、验证和签

可重用的。

阿

联

酋

(InvoiceBazaar)。
对于不能与大公司竞争的小

名、合规和对交易对手的尽职调
查。

此外，该公司正计划与较小
的银行签署转让协议，例如与加

型银行，与贷款平台和担保平台

尽管有大量的机会、技术和

利福尼亚州尔湾的 Opus Bank 的

同时合作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

使用案例，但是亚洲、澳大利亚、

合作。这里说的银行是指向

让它们可以分配资本并使流程自

近东和非洲仍然对这个行业有些

OnDeck 寻求高达 50 万美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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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企业。 [3]

银行提供。[9]

另一行公司的活动一直针对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

行业标准化。 与其竞争对手

Kabbage 参与了创新贷款平台协

CAN Capital 和 Kabbage 一起，

会的组建，并开发了用于中小企

共同与企业机会协会（AEO）合作。

业贷款比较的 SMART Box 工具。

OnDeck 在年初成立了创新贷款

但是，这并不是公司唯一的举措。

平台协会（ILPA）。 [4]该举措已

除了主要竞争对手，Kabbage 一

经推出了一个名为 SMART Box

直在积极开展合作伙伴关系，允

的贷款比较工具。 [5]这个应用

许其他金融机构使用其平台。

程序是为了响应对常用术语和标
准化的需求而开发的，因此寻求
借款的中小企业可以轻松地将类
似条款进行比较。

桑 坦 德 [10] 和 加 拿 大 的
Scotiabank 合作。 [11]这些银行
增加了现有合作伙伴：荷兰 ING，

不仅中小企业借款人可以从
网上贷款人身上获得更好的待遇。
为 了 改 善 通 过

2016 年，Kabbage 与西班牙

澳大利亚基卡资本，万事达卡，
FleetCor，Sage。

OnDeck

Kabbage，CAN）中资历最深的，
是美国最大的在线贷款人。 [13]
CAN 提供担保和无抵押贷款，将
其中一些贷款放在资产负债表上，
并将其他资产出售给证券公司。
该公司通过由富国银行、摩根士
丹利、巴克莱银行、瑞银、摩根
大通和 SunTrust 在内的十几家银
行提供的一系列信贷资助了大部
分贷款。
除了上文说的建立 SMART
Box 贷款比较工具的计划之外，
2016 年是 CAN Capital 的重要里
程碑之一。 4 月份，该公司宣布
自成立以来已经向小企业主提供
了 60 亿美元的营运资金。 该公
司已经为超过 7 万个个体商户提

Marketplace 贷款的机构投资者

供了超过 17 万的贷款，这意味着

的 报 告 ， 该 公 司 与 Orchard

CAN 可以产生比任何其他公司

Platform 合作，Orchard Platform

更多的营运资金。 而且 CAN 可

公司的技术包括投资者仪表板、

以继续快速增长——去年五月份

投资组合基准测试、自动日常持

该公司的起始价值达到五十亿美

股报告以及用于内部和第三方分

元，这意味着它在不到一年的时

析的自定义报告构建器。 [6]

间里就已经超过了 10 亿美元。

最后重要的是，OnDeck 已经

[14]除了这一成就，2016 年，公

从瑞士信贷获得了 2 亿美元的循

司一直专注于内部流程，并准备

环债务，它将用于资助更多的贷

恢复 2017 年贷款业务的增长。

款，使其更少地依靠外部投资者。
[7]

此外，Kabbage 声称是今年
Kabbage（美国）
亚特兰大的 Kabbage 是一个
成熟的、几乎和前面所述的
OnDeck Capital 一般老的中小型
企业贷款公司。 Kabbage 已经筹
集了约 2.4 亿美元的股本资本，

推出的综合移动应用程序是使该
过程完全自动化的唯一平台。 只
有 Kabbage 才能以自动化的方式
处理一切，包括发起和承销或批
准。 Kabbage 竞争对手在某一阶
段进行了人为干预。 [12]

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超过 20 亿
美元。 [8]由 Kabbage 及其消费
者部门 Karrot
（最高可提供 3.5 万

RainFin（南非）
RainFin 是一个南非的在线
贷款平台，提供个人贷款和商业
贷款，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50 万南
非兰特，为期一至四年。Rainfin 在
年初宣布与巴克莱非洲集团有限
公司的成员 ABSA 银行合作，向

CAN Capital（美国）

Raina 的 Absa 客户提供 RainFin
的产品。 虽然 Absa 已经拥有

美元的在线贷款）提供的贷款，

CAN Capital 是 1998 年以来

RainFin 的 49％股权，但该银行

由盐湖城犹他州工业银行凯尔特

最著名的三重奏组（OnDeck，

希望将在线贷款市场的产品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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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品套件中。 这一举措允许银

与夏季发布的数字相同，

元，在德国、西班牙和荷兰最高

行在申请后 48 小时内为中小企

PayPal 还推出了移动网站，允许

25 万欧元，贷款期限可以长达 60

业提供无担保流动资金贷款。

申请人获取流动资金贷款。最大

个月。 在 2015 年，它在 DST

[16]

的资金限额已经提高到 PayPal 每

Global 领导基金中募集了 1.5 亿

年处理量的 18％，即 9.7 万美元，

美元，该公司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并且在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将

在此之前，我们提到在 2017 年 1

进一步提升上限。这个上限是从

月，它从 Accel Partners F 轮融资

2 万美元，或者说是 PayPal 每年

中筹集了另外 1 亿美元。

然而在 11 月下旬，其创始人
和管理层回购了 ABSA 的 49％股
权。 [17]现在，RainFin 正在继续
利用其技术平台将贷款民主化，
并专注于与多个金融机构和批发
资本提供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这符合其长期战略。 RainFin
Sean Emery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向 FinTech 创业公司提供
了 5 条建议，其中包括计划与大
量在职人员建立股权关系。
到今年年底，RainFin 以零售
贷款的形式，在其平台上增加了
众筹信贷和借贷选择。 通过这项
服务，可以处理高达 1000 万南非
兰特的交易。 这个新产品将允许
不同规模的公司从零售市场、资
产管理公司、机构贷款人甚至现
有客户和供应商等一系列途径借
款。 [19]

处理量的 8％增长上来的，这个
增长源于 PayPal 在风险建模和数
据分析方面的能帮助其建立信誉
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过去与销售
紧密相关的历史，是一个决定性
因素，而不是信用评分的快照。

Nucleus 商业金融（英国）
Nucleus 是另一家英国 P2P

据证实，PayPal 现在可以让

商业贷款人，其最近借款近 4.8 亿

中小型企业“随时随地”申请贷

美元，并声称其中 90％已经被偿

款，毕竟“商家需要跟着顾客走”。

还，只有 5,800 英镑的坏账。 今

贷款过程将不再限于面对面交易，

年，Nucleus 向英国钢铁股东 IMS

不再需要在银行来回跑，而且应

公司提供了 1450 万英镑的融资

该做到“不论他们是在度假还是

[21]，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在服务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办

P2P 贷款，Nucleus 因此而出名，

理贷款。
“用户授权移动应用程序

但它宣称这并不是 P2P 市场中最

之后，PayPal 就可以使用现有的

大的。

帐户信息。

Funding Circle（英国）
Paypal（美国）
Paypal Working Capital 是
PayPal 的子公司的 SMB 财务计
划。 Paypal 宣布，通过其计划向
全球 9 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 20
亿美元的资金。Paypal Working
Capital 于 2013 年在美国推出后
才三年，便获得了这个里程碑般
的成果，距离在 2015 年 11 月全

Funding Circle 是是欧洲 p2p
贷款公司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它
是一个对等贷款市场，允许投资
者直接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2010 年在伦敦成立，它提供了一
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企业可以
在英国获得高达 100 万英镑的贷
款（房地产开发是 300 万），在美
国 可 以 获 得 最 高 50 万 美

根 据 Nucleus 公 司 CEO
Chirag Shah 的说法，这个在 10

球金额达到 10 亿美元不到 12 个

周以内可以完成的贷款设施是之

月。[20]该计划强调了 PayPal 致

前 P2P 记录的四倍以上。 Shah

力于使金融服务更加民主化，为

还认为，Nucleus 很可能是 Brexit

有此需要的业务提供快速、公平

投票和银行企业贷款计划缩减的

和灵活的资金。

少数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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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ucleus 增加了房地产

社区，该计划提供了世界一流的

新的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加

金融产品，以及新的透支产品。

支持和协作工具，以支持和激励

入了这一轮，其中包括所有现有

它推出的新的透支产品“Nucleus

合作伙伴。

的机构投资者。

Overdraft ID”，是为那些寻求高
达 10 万英镑的担保透支产品的
企业提供的，同时引入包含桥梁
贷款和第二、三次收费贷款的新
兴房地产金融产品，提供给那些
寻求资本支出支持的中小企业。
[22]
最后，Nucleus 进入教育部门，
现在为教育部门提供一系列专业
产品。 教育金融组合的目的是使
教育提供者有能力获得预付款，
并获得政府贷款的抵免。
Nucleus 还提供房地产贷款以及
透支。 它将这些描述成为市场独
特的产品。 仅有超过 1,000 个职
业教育机构有超过 10 亿英镑的
资金。 [23]

谈到合作伙伴，Taulia 现在
与 Infosys（全球咨询、技术服务
行业的老大）联手，将致力于为
Infosys 的全球客户提供供应链融
资和电子发票解决方案。 其次，
现在与下一代电子采购提供商

Tungsten 是 由 杜 克 街 资 本

BuyQuest 合作，创建一个直观的

（Duke Street Capital）负责人于

端到端平台来管理其整个采购到

2012 年成立的公司，目的是创建

付款流程。

领先的在线保理平台。 它在

第三，由于 Taulia 与世界领
先的基于云的供应管理提供商
Lavante 合作，Taulia 的客户现在

2016 年上市，但后来推迟。 尽
管如此，Taulia 仍是一家营业额
保持在 100％以上增长率的公司，
之前已经获得 了 D 轮融资，并
从 BBVA 银行获得战略投资。

Tungsten 以其收购活动而闻

降低供应商的风险，并提高整个

年，Tungsten 想在超额发票方面

供应链的合规性。

扩大服务，以 3,000 万英镑收购

第四，Taulia 现在与合作伙

的软件和咨询公司 Hanse Orga，

应链公司之一。 它的目的是在

上市，筹集了约 2.5 亿美元。[24]

名，特别是收购银行分行。 2014

球扩张，合作伙伴有：韩国领先

Taulia 是最有希望的金融供

2013 年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

可以弥补其联络数据库中的空白，

伴合作，加速其在主要市场的全

Taulia（美国）

Tungsten Corp.（英国）

专门为全球 500 多个客户提供
SAP 集成软件解决方案; Invarture
是一家法国软件分销公司，其客
户群包括法国前 30 强企业中的
20 家; 以及南非的工作流程和自
动化软件市场领先供应商
Intellection。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Taulia

了英国的第一国际银行下属的
FIBI 银行。 [25] Tungsten 希望通
过收购银行获得大量廉价的存款
池，使其能够贷款给更多的使用
其发票融资服务的企业。但是，
拥有银行的好处并不足以覆盖所
涉及的高成本和复杂性。 [26]与
银行牌照相关的监管负担意味着，
Tungsten 需要比一个没有银行牌
照的贷款公司预留更多的资本。
为此，2016 年 11 月，Tungsten
以 3000 万英镑的价格将其银行
业 务 部 门 出 售 给 了 Wyelands

全球对 Taulia 平台的需求呈
指数级增长，新的合作伙伴（SAP，
RBS 合作伙伴，毕马威，OFS 门
户 ， Exostar 合 作 伙 伴 ， Hanse
Orga，BuyQuest）可以证明这一
点。 它每年都被其服务的顶级公
司赞赏。 今年，它更加集中于能
够维持效率水平的活动。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Taulia

今年开始了由 Zouk Capital 牵头

Holding Ltd。[27]除了 FIBI 银行，

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来帮助其发

的新一轮融资，募集资金达 4,600

该公司还于 2013 年 10 月以 1 亿

展，并启动了一个全球合作伙伴

万美元，总资金达到 1.37 亿美元。

英镑收购了 OB10（全球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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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28]，并在一年后以 700 万

年期间，其平台交易量同比增长

Tradeshift 最近收购的一个可聊

美元收购了应付账款自动化服务

了 250％。

天 的 旅 行 助 理 应 用 程 序 Hyper

提供商 DocuSphere。 [29]

今天，Tungsten 在 47 个国
家运营。 其全球网络由 20.3 万
个供应商组成。 公司 2016 年度
业绩令人印象深刻：网络成员之
间交易额达 1330 亿英镑，交付的

在资金方面，Tradeshift 从像

Travel 提供。 [33]

PayPal，Intuit 和新加坡 Scentan

最 后 还 有 一 件 关 于

Ventures 这样的投资者处总共筹

Tradeshift 的有意思的事：它宣布

集了超过 2 亿美元。 此次最新一

与 RED 合作，通过其网络募捐为

轮融资由数据集团（DC 集团）牵

全球基金提供超过 300 万美元的

头，新加坡投资者汇丰银行、美

资金，用于对抗艾滋病、结核病

国运通投资公司、信贷银行和亭

和疟疾。 [34]合作伙伴关系包含

阁资本参与。“华尔街日报”称，

了 Tradesift 通过快速发展的网络

这笔交易对该公司的估价超过 5

为全球基金募集的捐款。

亿美元。 [31]

发票量为 1,610 万张。 Tungsten

获 得 这 笔 资 金 之 前 ，

声称帮助客户节省了 AR（应收账

Tradeshift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

款）运营成本的 25％和 AP（应付

过去 12 个月内推动了其全球采

款）运营成本的 60％。[30]

购-支付服务的发展，包括：来自

MarketInvoice（伦敦）
英 国 发 票 融 资 平 台

世界 1000 强，NHS SBS，LinkedIn，

MarketInvoice 在 2016 年的几轮

SAPA，RWE，Eberspächer 集团，

融资中大概募集了 1300 万英镑。

Tech Data，苏伊士和威立雅的新

7 月份，又募集了由 MCI Capital

客户; [32]与微软，施乐企业服务

发起的 720 万英镑。 现有的支持

部和中国白王的战略伙伴关系;

者 Northzone 也参与了这次融资。

得益于比行业平均水平快 12 倍

[35]

的装载方式，Tradeshift 供应服务
增长了超过 400％。

Tradeshift（美国）
Tradeshift 是一家位于旧金
山的商业交易在线平台提供商，
其客户包括苏黎世保险集团，

MarketInvoice 在 P2P 借贷行
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英国企

此外，Tradeshift 公司今年宣

业能够通过“销售”未清发票来

布推出一款免费的虚拟助理

从机构投资者和富裕人士处筹集

TradeshiftGo，它具有对话式用户

资金。 截至 11 月底，该公司宣

界面，简化了付款和旅行预订流

布自 2011 年推出以来，通过其平

程。 Go 为中型企业的用户提供

台交易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发票。

了一种更简单的购买方式，同时

[36]

为财务团队提供透明度和控制权
以便于更好进行支出管理。 还有
一 个 旅 行 预 订 “ 技 能 ”， 由

NHS SBS，LinkedIn，SAPA，RWE，
技术数据，SUEZ 和威立雅。 今
年收到了大笔资金，但是几乎没
有重大的举措值得研究。
在商业指标方面，Tradeshift
在今年年底前为超过 85 万的用
户（客户的员工）提供服务，并
拥有“数十家”500 强客户。 该
公司还透露，在 2014 年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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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它始于 2016 年，累计
贷款额达到 10 亿美元[43]，并且
于近期为数字化业务提供了近

KredX（印度）
以班加罗尔为基地的发票折

Waddle（澳大利亚）

15 亿美元的贷款，同时它还与会
计软件提供商、银行账户监控和

扣市场创业公司 KredX（以前的

Waddle 是一家位于悉尼的

所有主流媒体技术公司进行了整

Mandii）成立于 2014 年，今年经

发票融资创业公司，于 2015 年成

合。 此外，FastPay 在 9 月份收

历了两次融资。在四月份从 Prime

立，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营。

到了 CITI Ventures 的战略投资。

Venture Partners 获得了 75 万美

它利用会计和银行数据的深度分

这使 FastPay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元，在十月份的 A 轮融资中获得

析来提供自动循环信贷额度，并

的灵活的贷款和金融解决方案数

了 Prime Venture Partners 和红杉

且仅通过会计包进行工作。 虽然

量不断增长。

资本提供的 625 万美元。

相当年轻，但是 Waddle 已经与
Xero ， MYOB 和 QuickBooks
Online 会计软件合作。 [40]

最后，Fastpay 与日立资本美
国公司合作，为数字经济中的企
业级客户提供流动性服务。 该计
划被设计为一种不同的市场方式，
新创建了产品——企业版
FastPay（FPE）。 FPE 旨在为数字
媒体行业的公司提供 1,000 万美

这个创业公司开发了信贷风

元以上的流动资金贷款。 该设施

险评估模型和借款人技术平台，

预计将在第一年内发起超过 1 亿

确保快速、轻松、安全的交易。

美元的贷款。

针对金融家，KredX 提供完整的
贸易服务，从采购策划发票开始，

FPE 设施由日立资本美国贸

使用其专有的信用承销算法进行

易融资部门支持。 这一新的解决

尽职调查。 它还为金融家和借款

方案让买家可以获得 1000 万美

人管理完整的文书工作。

元以上的营运资金，具有前所未
有的灵活性。 到目前为止，快速

在上一次融资之前，Kredx 已

增长的数字媒体企业正在努力寻

经开展了大约 3000 笔交易，从
10 万卢比到 1000 万卢比（约合
1500 到 1 5 万美元），其中重点
是“bluechip 公司”的未付发票。
通常情况下，KredX 需要 34 天的时间才能审核通过中小型

找正确的加速增长解决方案。 企
在 2016 年 1 月，公司宣布

业版 FastPay 为传统融资提供了

向约 20 家澳大利亚中小企业提

灵活的替代方案，可帮助更大型

供了约 100 万美元的融资。 [41]

的数字媒体公司避免所有权和投

在债务融资上，它已经筹集了

资的稀释。 日立的这项新融资补

3000 万美元。 [42]

充了 FastPay 与富国银行的现有

企业的文件，它声称将它们放在

设施。 [44]

平台之后 12-48 小时内便能为这
些未清发票找到买家。 发票价格
由中小企业决定。 除了银行和非
银行金融公司，这些发票的买家
还包括财富管理公司和富裕人士
（HNWI），最低投资规模为 30 万
卢比。 这些富裕人士通常会在
30-90 天内获得 12-20％的回报。
[39]

Fastpay（美国）

BlueVine（美国）

Fastpay 是为全球数字化行
业提供信贷和支付解决方案的金
融平台的提供商，提供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组合，包括专为数字行
业设计的发票融资和工作流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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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vine 是位于加拿大雷德

了企业软件平台 Fluent Network，

司间还是向全球供应商。 供应链

伍德市的小型企业的发票融资平

该平台通过块式技术为银行、金

融资平台允许供应商参与一键式

台提供商，成立于 2013 年。它与

融机构和全球企业提供实时、低

会计软件集成，允许公司在一个

成本、简单、安全的发票和付款

工作日内选择他们想要销售的发

业务。

票并获得资金。
今年，它在 C 轮融资中获得
4000 万美元资金，用来为小企业
提供信贷额度。 该轮融资由
Menlo Ventures 率领，乐天乐队、
Lightspeed 和 83North 也参与其

应收账款融资。 应收账款市场允

中。 后来在 4 月份，收到了花旗

许应收账款发送到“可以获得高

投资公司的投资，以支持

于传统供应链融资计划的利率的

BlueVine 的增长，毕竟 BlueVine

多贷款市场”。

正在将业务扩张到新的细分市场。
[45]
BlueVine 最近的发展还包括
任 命 前 Google 资 本 经 理 Ana
Sirbu 为财务和战略副总裁，并推
出 Flex Credit，这项新产品允许
中小型企业进入商业信贷循环。
该公司表示，该项目可以使中小
型企业融资 5000 到 30,000 美元。
BlueVine 目前正在计划筹集超过
2 亿美元的营运资金。

共同的供应链融资策略包括

最后该公司透露 Fluent 的种

代理和逆向代理。 在逆向代理中，

子资金达 165 万美元，风险投资、

另一笔 4900 万的 D 轮资金，主

应收款在买方批准后即可以折价

数字货币集团、Draper Associates

要由公司 12 月 16 日宣布的同一

出售给银行。 [47]然后银行承诺

等几家公司参与了这次种子基金。

投资者投资。 根据 Crunchbase

向供应商支付公司的发票。 财务

根据去年的种子基金情况，种子

的数据，它的总融资额达到了

提供者根据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

投资使 Fluent 的总额达到 250 万

1.13 亿美元。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美元。Hijro 还宣布与 Commerce

收取借款人利率。

Bancshares（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最后，BlueVine 已经获得了

在 Fluent Network 上，付款
Hijro（别名 Fluent）
（美国）

与标记化发票相关联。 一旦买家
确认对发票、货物很满意，发票

Fluent 是全球商业金融运营

将在网络上进行标记化，防止再

网络，成立于 2014 年，在 11 月

次融资。 然后买家直接向发行人

份被重新命名为 Hijro。 它将银

支付发票。 供应商从不持有资金，

行和企业连接在分布式财务数据

从而消除不付款的风险。

库上，为大型企业及其全球供应
链提供无摩擦的运营网络。
在 2016 年 3 月，公司推出

Fluent Network 有五个主要
应用。 全球支付平台允许公司实
时发送和接收付款，不论是在公

CBSH）——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密
苏里州堪萨斯市的美国福布斯
20 强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而该
公司自 2016 年 2 月起便一直参
与 Hijro 的网络试点计划。[48]

Capital Springboard（新加坡）
Capital Springboard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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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在新加坡推出的另一

该 公 司 于 11 月 与 Advance

平台从 GLI Finance 募集了 500 万

个 P2P 发票融资平台，声称试用

Global Capital合作。 作为合作伙

英镑。 [52]公司决定承保在其现

阶段在其平台上交易了 1.1 亿新

伴关系的一部分，AGC已经承诺

场进行的每场发票拍卖的前

币。 经认可的投资者可以开立由

400万阿联酋迪拉姆（110万美元）

10％，这意味着它将承担投资者

维斯拉信托公司（新加坡）提供

的资本作为购买应收账款的第一

面临的头 10％的损失。在宣布这

的 Capital Springboard 交易账户，

笔。 [50] Invoice Bazaar包括股本

个决定之前它获得了这一轮融资。

最低投资 5 万新元，并可以随时

资本在内 的募集资金已经接近

[53]补充一点，2016 年 6 月，

撤回其未部署资金。 发票的卖家

300万美元。

Platform Black 宣称其最后一次

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 10 万新元。

2016 年仅仅是其全年营业
的第一年。 但是，该公司已经赢
得了 30 多个供应商和 6 个买家

Capital Springboard 在 11 月
份宣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超过
1550 份发票。 这些中小企业来

违约是在 2015 年 1 月（6.5 万英
镑） [54]，该公司表现出非常高
的可信度。

的授权。 在 2016 年计划收购

为了进一步提高投资者的信

4000 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这确保

心，公司最近向供资商推出了供

该公司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其流动

应链融资的信用保险，现在可以

资金的需求，则没有清算资产的

放心，他们最多可以收回 90％的

压力。 [51]

资金。 [55]另外，为了使中小企

自地方一级行业，如工程、消费

所以Invoice Bazaar的增长水

者自由裁量、信息技术和工业。

平相当高，这证明了阿联酋的中

Capital

业 的 流 程 更 加 透 明 ， Platform
Black 在各种金融解决方案中引
入了固定定价。 [56]

Springboard
通过让他们
获得投资者
提供的周转

DueCourse（英国）

资金，促进中
小企业的交

总部设在曼彻斯特的创业公

易。

司DueCourse为中小企业尚未收
到的发票提供预付款。 他们的软

在 90 天

件在2015年推出，并使用自己的

的投资窗口
内，投资者可以根据发票风险等

小企业贷款差距很大，还有等待

级从年化回报中获得 1125％的

像Invoice Bazaar的高科技公司的

收益。 发票规模从几千美元到几

填补。

十万美元不等。

风险评估算法。 报告称，该公司
汇总了中小企业借款人使用的云
计算解决方案（如Xero和Sage）
的数据。 付款过程完全自动化，
一旦支付发票，资金将从公司的
帐户中扣除。 [57]
该公司今年筹集了 625 万英

Platform Black（英国）
Invoice Bazaar（阿联酋）

Platform Black 是一个英国

Invoice Bazaar 是一家年轻

的发票融资 P2P 市场。 到 2016

的阿联酋供应链公司，提供从中

年底，它提供了超过 1.5 亿英镑

小企业供应商处收取的应收账款。

的发票融资。

在它最近的大举动之前，它并不
出名。

镑（125 万英镑资产和 500 万英
镑债务）。 这个拆分反映了公司
的业务模式：DueCourse 不是一
个 P2P 贷款市场，而是在做贷款
业务，因此是它自己的债务融资。
[58]该业务计划在未来 10 个月内

在 2012 年推出之后，它在

进行 A 轮融资，进一步筹集

2016 年进行首次融资。4 月，该

1000-1500 万英镑的资金，以扩
188

大其在全球的服务。 [59]

现率几乎总是低于短期现金借款
的花费。 根据独特的现金管理需
求获得资金的能力将使公司能够
以自己的条件投资自身增长。 该
过程不需要额外的文书工作，并

C2FO（美国）

且在线运行。[62]

C2FO 是一个代替客户管理
业务、改善现金流的程序。 C2FO
不是从第三方借钱或使用静态贴
现方法，而是为供应商提供与客
户进行谈判争取提早获得付款的
权力，以换取折扣。 它现在在 70
多个国家运营，每年为供应商争
取的提前付款超过 10 亿美元。
重要的是，需要明白 C2FO 不是

Fundbox（美国）
Fundbox 专注于 B2B 公司，
为它们提供应收账款的信贷额度
（通过提供未清发票的短期信
贷）。 该公司的技术使用数据驱
动的 SMB 风险引擎来实时查看
大量数据和风险信号，为个别发
票制定风险评估。 在 3 月 15 日
获得估值近 3.2 亿美元的资金后，
该公司继续经营，并对经营保密。
但是，很少有新闻值得一提。

保理服务，也不是供应链融资服

例如，Fundbox 推出了一个 iOS

务。 它适用于像东芝、毕马威、

手机应用程序，这个工具可以让

丹农、亚马逊这样的大玩家。

现有的客户随时随地获得他们的

它在今年 1 月宣布花旗风投
是其最新投资者。花旗风投纳入
了 C2FO 投资者名单，这个投资
者名单以前是由淡马锡、联合广
场投资公司、Mithril Capital、Tiger
Global 、 Summerhill Venture
Partners

和

OpenAir

未付发票的付款。 这个移动应用
程序为[63] SMB 所有者提供与
Fundbox 基于网络的仪表板体验
相同的功能，拥有便捷的一键式
发票融资解决方案以及管理还款
的能力。

Equity

此 外 ， 高 盛 已 经 认 可

Partners 组成。 花旗风投的投资

Fundbox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将支持 C2FO 在扩大全球产品和

Eyal Shinar 是 2016 年度最具创

服务的过程中持续成长。[60]

业精神的企业家之一。高盛指出，

此外，在今年福布斯评选的
金 融 科 技 前 50 强 的 名 单 上 ，
C2FO 再次榜上有名。福布斯选出
的技术公司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存
款、投资、消费和借款的方式。
虽然有 22 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

在 Shinar 的领导下，Fundbox 开
发了一种技术驱动的工具，该工
具采用先进的承保算法和深度学
习能力去推进未付发票的资金支
付，帮助企业主消除现金流挑战
并发展业务。 [64]

加入了这个令人垂涎的名单，但

最 后 ， Fundbox 以 及 像

C2FO 因为其持续快速的增长和

Basware 这样的同行发表了关于

全球业务的规模再次上榜。 [61]

发票支付的研究，并发布了调查

最后，C2FO 与全球家长和幼
儿产品零售商 Mothercare 合作，
促成加速付款。 使用该计划的供
应商将通过降低总体融资成本来
获益，因为 C2FO 市场的发票贴

结果[65]。 这项研究旨在更好地
了解中小企业整体财务状况，它
揭示了未付发票的巨大经济影响。
在过去 12 个月中，所有美国中小
型企业的未付发票总额约为
8,2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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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付发票的现金流量差距往

尽管事实上科技公司上市的

往被认为是中小型企业最具挑战

时间一直很慢，但是 Coupa 很快

性的障碍。 回顾 12 个月的数据，

上市了。 [67]该公司的首次公开

Fundbox 分析发现，在任意指定

发行价格为 18 美元，股价在第一

时间大约有 22％的发票没有支

个交易日几乎翻了一番，市值达

付。 这些未付发票相当于每小时

到 12-14 亿美元。 不过，他们还

8.4 万美元的交易。 在某些情况

没有获利。 截至 7 月底，Coupa

下，他们永远不会收到付款。[66]

损失了 2430 万美元，而去年同期
为 2,510 万美元。 然而，收入却
在不断增加，高达 5320 万美元，
去年同期是 3160 万美元。[68]

的 Technavio 市 场 研 究 可 知 ，

Basware（美国）
Basware 是提供采购解决方

务）的消费管理市场资金将达到

案的前五大公司之一，为商品和

22 亿美元，2018 年将增长到 32

服务提供全面的支出管理和协作

亿美元。此外，IDC 估计，供应链

业务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

管理应用软件市场（包含与物流、

Basware 今年相当稳定，股价和

生产计划和库存管理相关的软件）

市值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 5.27

将在 2016 年达到 95 亿美元，到

亿欧元。 像 Basware 的开放网络，

2019 年达到 113 亿美元。

是整个 B2B 商业的重要推动力。
联网已成为当今领先企业的竞争
要求。
在开发方面，公司今年向

和电子采购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是这个利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其平台用于提供申请、费用报告、

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该收购支持
Basware 在主要市场拓展其基于
来了更多的基于云的客户，并为

2016 年全球基于 SaaS
（软件即服

Coupa 是基于云的费用管理

的采购交付市场中领先的基于云

云的业务收入的战略。 Verian 带

Coupa（美国）
根据 ISI Securities EMIS 提供

此外，在 3 月份 Basware 收
购了 Verian，Verian 是快速增长

Basware 的产品组合增加了电子
采购功能。 此次收购还使 Verian
的客户能够利用 Basware 网络及
其市场领先的融资服务。 [70]

Procurify（加拿大）
Procurify 是简化整个采购流
程的统一平台的另一个提供商。
该平台允许批准、跟踪和接收采
购订单，提供分析业务支出报告，
并可用于接收各种即时业务操作

Basware 网络增加了两项新服务。

通知。 在 2015 年，来自 100 多

第一个功能是商业目录，允许企

个国家的用户数量增长了 3 倍，

业注册 Basware 网络，然后企业

每月增加了 4 倍的新激活帐户。

便可以轻松搜索和查找任何交易

[71] 为 此 ， Procurify 在 Runa

联系人（如供应商和客户），并将

Capital 率领的 A 轮融资中筹集了

其添加到他们的个人电子发票通

700 万美元，此次融资参与者还

讯录中。 这将进一步推动电子发

包括 Point Nine Capital，Nexus

票的使用，并提高支付效率。 [69]

Venture Partners 和

第二个功能是供应商管理器

BDC 。

Hedgewood Inc.和 Tom Williams
也是投资者。

审批管理、采购订单、报价要求、

——大型组织可以为供应商提供

库存和发票。 该平台将员工消费

自助服务来管理自己的网络数据。

报告系统的数据与用于管理间接

供应商数据维护对于组织中的应

Hathaway ， 空 中 客 车 公 司 ，

采购的电子采购系统的数据相结

付帐款和采购职能来说都是一个

TaskUs 和 Vision Critical（仅举几

合。 它服务于 Alder，AltaDevices，

关键的挑战。

例）使用 Procurify，因为与其他

Hootsuite

，

Berkshire

Amerinet，Amex 全球商务旅行，

采购支付解决方案不同，

Afirmstrong ， Ten-X ， Avalon

Procurify 提供的东西不仅仅是花

Health，Box 和潘多拉。

费管理，它的真正承诺在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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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消费文化的转型。

卖的软件;

自 从 2012 年 成 立 以 来 ，

•

络的任何使用开放 API 的用户带

创建了 Ariba®网络，它

来价值。

Procurify 已经建立了一个创新的、

是第一个商务网络，也是当今世

尽 管 SAP Ariba 巨 大 而 且 已

文化第一的组织，成为了最令人

界上最大、最全球化的，每年有

经成熟，但今年再次发布了四款

垂涎的初创公司之一。 如果说

超过 200 万家公司进行近 1 万亿

创新产品。 这些产品支持指导性

Salesforce 提供了一个公司美元

美元的商业交易;

购买[74]、供应商管理[75]、供应

流入的可视性和分析，那么
Procurify 则是提供了美元流出的
可视性和分析。 大约 1.25 亿的
公司不追踪出境支出，然而这些

•

提供全面的基于云的采

购应用套件，在所有供应商中排
名第一;

支出达到了 160 亿美元，增长速

•

与 Ariba DiscoveryTM

公司合作，Ariba DiscoveryTM 是

Procurify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占主

全球业务匹配服务，可自动将买

导地位。 [72]

方需求与卖家功能联系起来;

Ariba（美国）
关于 Ariba 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 2016 年它成立 20 周年。 从

1996 年开始（2012 年被德国巨

开发第一个进行逆向拍

如今，中国对那些能够让企业更
好的管理业务、更好的与贸易伙
益增长。[78] 中国各地的企业越

术、内容和专业知识的解决方案，

来越多地将数字化流程作为业务

可以通过工作流程功能来获取对

核心。 SAP Ariba 将为中国客户

计划外购买的了解，使其得到控

提供一个强大的数字平台，从头

制;

到尾地管理他们的商业活动。

发布了 AribaPayTM，一

最具改革性和最佳的 B2B 创新;

•

们进行协作，从而简化商业过程。

BuyTM，这是第一个结合所需技

家和供应商进行业务的方式。[73]

推出首个在线采购目录;

来发现、连接贸易伙伴，并与它

伴联系的高效解决方案的需求日

种电子支付解决方案，被认定为

•

国企业可以通过一个数字化市场

Ariba Spot

•

推 出 了

头 SAP 收购），它完全改变了买
该公司，例如：

最后，Ariba 今年在中国推出
了基于云的采购应用。 现在，中

度为 30％。 随着最新的融资，

•

商风险[76]和直接材料采购[77]。

•

开放了其平台，允许公

司开发和提供新的商业服务，为
其组织、客户和连接到 Ariba 网

The

Interface

Financial

Group（美国）
IFG 是中小企业供应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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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企业之一。 它

的竞争对手最初在改革性数字技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成立于 1972 年，并已发展成为北

术上建立了业务，但 IFG 必须经

IFG 与澳大利亚中小企业贷款市

美最大的替代金融公司之一，在

历业务转型过程才能保持与之相

场 Bigstone 合作，帮助它进入市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

关。 特别是 2014 年在美国、加

场。 [79]

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墨西

拿大和英国推出发票融资市场平

哥和南非开展业务。 虽然其年轻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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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非常分散，具

电子钱包是一个更有趣的

院和保险公司分享使用。荷兰

有丰富的实施可能性和技术复

领域，特别是那些允许添加多

的 Prescrypt（与 SNS 银行和德

杂性，同时媒体对该行业进行

种货币的电子钱包（仅使用加

勤联合）和美国的 BitHealth 都

大量炒作，导致我们很难从其

密货币作为会计的通用基本单

有同样的议程。瑞典官员与

中区分精华和糟粕。

位），同时还能发行经典银行卡

ChromaWay 还有合作银行正

（即允许线下支付实际货物和

在创建一个单独的区块链地块

服务），例如，香港 Xapo（在

注册表，以便让卖家和买家以

2016 年吸引了新一轮 4000 万

及希望将其用作抵押品的银行

美元的投资，并正在积极扩展

交易起来更简单。BitFury 正在

业务到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和

格鲁吉亚推出类似的试点项目，

英国 Wirex。 生产加密货币

BitLand 在加纳（正在扩大到尼

ATM 机的相关企业（在 2016 年，

日利亚和肯尼亚）和洪都拉斯

全 球 市 场 上 仅 有 约 1000 台

也是一样。阿联酋的目标是到

ATM 机，其中大部分由三家公

2020 年将整个国家的文件流

司生产）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公

转换为区块链。特拉华州（其中

关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必需品。

许多来自其他州和国家的公司

先让我们谈一谈加密货币
吧，因为它是最受欢迎的区域，
但同时对于真正的创新（通常
是针对除了游戏玩家以外的其
他人）却是有趣程度最低的。
现在共有 150 多种加密货币，
其中 30 种主要货币，10 种货
币交易量最多。 他们主要在中
国开采，中国四个开采池控制
了 60％的开采（格鲁吉亚-美
国 BitFury 是中国以外最大的
开采商）。 约有 50 名参与者离

ICO（初始货币发行）是市

开市场后，另有 50 多名交换服

场上的一个创新。 这是 IPO

务提供商依然活跃，其中 9 名

（在真实公司中出售加密货币

为重中之重（最大的三家在中

的股份），众筹（为未来购买服

国）。

务或产品）以及 P2B 贷款（向
公司提供加密货币）的混合。
2016 年度 ICO 累计投入 2.5 亿
美元。 Ethereum 协议的创建
者推出了 DAO ——一种支持
“社会合同”技术实施的软件，

进行了注册）开发了一个系统，
在这个系统上可以注册公司、
发行股票、记录董事会决议、重
新分配购买和销售基于区块链
的股份（Otonomos，一家新加
坡公司，在几个国家实施相同
的功能）。英国 Everledger 为钻
石、艺术品和昂贵的酒提供跟
踪和来源。
回顾金融部门，除了付款

用于建立和管理相关公司。 最

和转账之外的所有领域都很有

大的 ICO 是 DAO 的（另一家

趣，包括贸易融资、抵押品记录、

处理房屋、汽车和参与者的其

股票发行和交易、银行与其企

顺便说一句，最受欢迎的

他财产以进行后续分享的公

业客户之间的文件流。然而实

货币对不是比特币 / 美元，而

司），吸引了一笔创纪录的“投

际上，大多数活动都是在各种

是比特币 / 人民币（以网上借

资”，从 1.1 万爱好者那儿筹集

协会和联盟的资金转移或为银

贷市场为例，中国显示出不断

了约 1.5 亿美元，其中 5000 万

行业建立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产

创造泡沫的能力，而这是在一

美元由于代码中的错误，最终

生的。来自新加坡的一家有趣

系列破产和欺诈事件发生后中

合法地“被盗”。

的创业公司——DaoPass，通过

央银行必须完成的）。 一个投
机话题需要开发投机工具来加
剧对此的兴趣：高频交易和保
证金交易（有杠杆）等工具正在
积极发展，衍生品（即最终次级
衍生品）和指数投资基金也在
蓬勃发展。利润是真实的，但是
与任何一个金字塔一样，这只
适用于金字塔尖的人。

区块链中最有趣的（也是
有前途的）领域是那些超出加
密货币的领域：医疗保健、物流、
土地登记、公共和公司文件管
理。领导电子政务服务实施的
Estonia，与 Guardtime 区块链
创业公司合作，为人们建立统
一的医疗记录数据库，可供医

各国合作银行为金融科技创业
公司、电信运营商、消息工具和
电子商务伙伴提供全面的客户
识别。两家美国公司—— R3
财团和 Digital Asset Holdings，
正在争取进入环球同业银行金
融电讯协会的权利。前者有 70
家合伙银行（但是，其中有三大
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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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离开了财团），拥有 60％

和数字货币协议以比特币为模

Venmo 等成熟公司的竞争，

的股份，其目标是获得 2 亿美

型。 由于 Circle 上被投资最多

Circle 决定采用一个可在现有

元的投资，但最终只达到 1.5 亿

的区块链公司，它在今年相当

比特币网络上扩展的平台，作

美元。后者获得了金额分别为

出名。

为吸收更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

720 万和 6000 万美元的投资，
并积极收购现有的区块链项目，
在收购 Blockstack.io，Bits of
Proof 和 Hyperledger 之后，又
在 2016 年收购了 Elevance 数
字金融。

四月 Circle 继续扩张，它
与巴克莱银行合作，并获得了
金融行为管理局的电子货币许
可证，之后在英国推出。 所以
在英国，消费者现在可以发送
和接收跨境付款，零利率即时

Ethereme 正 在 与 银 行 合

兑换英镑和美元。 巴克莱银行

作实施许多试点项目，试图通

为 Circle 提供了能让消费者存

过创造传统巨头的价值来挖掘

储英镑的账户，以及实现任何

其利基市场。 在货币转移领域，

英国银行账户和 Circle 之间的

有些更加重视为零售终端消费

资金转入和转出功能。 [1]

者提供服务（如美国 Circle，在
2016 年获得 6000 万美元的投
资，估值为 4.283 亿美元），其
他与合作银行合作，为他们创
造了一个更快更便宜的汇款基
础设施（如美国 Ripple，估值
3.39 亿美元，获得 5500 万美元
投资；以及获得 5500 万美元投
资的加拿大 Blockstream）。 有
趣的是，所有这三家公司都得
到了亚洲投资者的积极支持：
中国百度和 CreditEase 投资了
Circle，日本 SBI 投资了 Ripple，

的声明中，Circle 称 Spark 为
“公共协议和 API”，认为它是
传统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 例
如，如果 Circle 用户希望将资
金转移到菲律宾，Circle 会将原
始资金转换为比特币，然后将
其发送到像 Coins 这样的合作
公司，接着他们会提供相应的
当地货币。

此外，它还从中国主要投
资者处募集了 6000 万美元的
资金，并组建了一家位于北京
的新公司，Circle China [2]，在
它之前还有 IDG，Breyer Capital
和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这轮融资的投资者包括百度、
中金公司、光大集团、万向和信
贷公司。 Circle 的交易后估值
为 4.28 亿美元，募集资金预计
将用于中国子公司的业务。
此外，10 月份 Circle 已在

香港地平线风投投资了

西班牙和爱尔兰正式推出，所

Blockstream。 因此，第一家公

以现在来自这些国家的居民可

司正在中国市场积极发展，第

以连接西班牙和爱尔兰的银行

二家是在日本和东南亚发展，

账户来接收数字货币。 Circle

第三家还没有在亚洲扩张。

说，该地区的人们可以发送和
接收付款、获得欧元支持，并且
无需任何费用便可获得可观的
汇率。 [3]

Circle（美国）

司的一条路径。在对 CoinDesk

Ripple（美国）
Ripple 是 2012 年在旧金
山成立的基于区块链的虚拟支
付和货币兑换平台的提供商。
Ripple 的核心是 Ripple 的实时
结算系统（RTGS）、货币兑换和
汇款网络。 它建立在分布式的
开源互联网协议、共同的分类
账和本地货币的基础上，被称
为 XRP（ripples）。 Ripple 旨在

最后，它推出了一个

实现“安全、即时和几乎免费的

“Spark”应用程序，可以在任

任意规模的全球金融交易”。

供一套全球数字货币在线产品。

何区块链或分布式分类账上运

它支持代表货币、密码学、商品

其产品专为最终用户、企业和

行，这表明它甚至可以与已被

或任何其他价值单位（例如飞

慈善机构设计，旨在增强在线

许可的区块链技术（如 IBM 的

行里程或手机分钟）的令牌。

和个人付款交易以及保护消费

Fabric 或 R3 新推出的 Corda 系

者的隐私。 该平台的开放标准

统）兼容。 [4]面对与贝宝或

Circle 成立于 2013 年，提

Ripple 最著名的发展是在
英国，而桑坦德宣布成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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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引入 Ripple 技术的银行，

他们。 这些公司表示，概念证

全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可互

通过一个新的应用来进行国际

明正在向前发展，银行正在努

操作的侧链来扩展比特币协议

支付。 一旦下载了应用程序，

力实现产品的“完全商业化”。

以支持新的应用程序，同时还

桑坦德工作人员只需要完成他
们的个人资料，然后便可以开
始付款。 它连接到 Apple Pay，
用户可以使用 Touch ID 安全地

最后，在能促进行业发展
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Ripple
与 R3 合作，由 R3 领导的财团

提供业内最有经验的团队之一。
[12]
在 2016 年的并购事件方

里的十二家银行已经开始试用

面 ， Blockstream

Ripple 的本地数字资产 XRP，

GreenAddress，一家位于欧洲

来扩大流动性并降低成本，提

的比特币钱包软件提供商。

高跨国支付的效率。 除了从流

[13] GreenAddress 是第一批提

动性效率和同业存款整合中受

供高清多画面、硬件钱包支持、

其次，SBI Ripple Asia 宣布

益，银行还可以使用 Ripple 的

基于核心费用估算的动态费用

在一个新网络中建立一个由 15

解决方案和 XRP 节省高达 60％

和交易更换等功能的钱包之一。

家银行组成的日本财团，使用

的付款处理成本。 成本的节省

该团队已经开始了令人印象深

Ripple 的技术进行支付和结算。

可以释放资本，从而创造收入

刻的新功能阵容，包括一个新

目前，跨国收费可以达数千日

机会，包括提供大量低价支付

的多平台钱包库、隐私和安全

元（或几十美元）。 在新设置

的新产品进入新市场。 [10]

的增强功能以及整个平台的侧

确认付款。 它给用户的转账额
度在 10 英镑到 10,000 英镑之
间，并且可以进行从英镑到欧
元和美元的支付。[5]

中，银行的收费减少了约 90％。

收 购 了

链支持。 [14]

[6]在 SBI Holdings 与 Ripple 进
行合资之前，7 月份瑞穗金融集
团成为日本首批通过使用
Ripple 区块链技术进行交叉货
币结算的银行。[7]

Blockstream（加拿大）
Blockstreeam 是区块链技

数字资产控股（美国）

第三，Ripple 在 B 轮融资

术和信任架构的提供者，于

中筹集了 5500 万美元，交易后

2014 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成

是一家构建分布式、加密的直

估值为 3.39 亿美元，此轮融资

立。 2016 年，它在 A 轮融资

通处理工具的软件公司。 2016

后，它成为 2016 年度资金量第

中获得 5500 万美元的资金，成

年获得两轮融资。 第一轮从未

二多的创业公司。 该轮融资有

为世界第三大资助公司，该轮

公开的投资者处获得 720 万美

一些新投资者的参与，包括渣

融 资 由 Horizons Ventures ，

元资金。第二轮成为全年业内

打银行、埃森哲和 SCB 数字风

AXA 战略投资公司和数字车库

最响亮的一轮融资。 数字资产

投、暹罗商业银行风投公司和

领衔，现有投资者 AME Cloud

筹集了 6000 万美元资金，而投

SBI 控股。还有另外一些投资者

Ventures，Blockchain Capital，

资者名单令人印象深刻：高盛，

包 括 CME 集 团 的 风 投 公 司

Future \ Perfect Ventures ，

摩根大通，法国巴黎银行，花旗

Santander InnoVentures 和希

Khosla

集团，埃森哲，IBM，ABN AMRO

捷科技。 [8]

Ventures

第四，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在二月份推出了通过
Ripple 分配分类帐汇款的概念
证明（PoC）。 [9]同时渣打银行

Ventures ， Mosaic
和

Seven

数字资产于 2014 年推出，

Seas

Venture Partners 参 与 ， 使
Blockstream 的总资本增加到
7600 万美元。
Blockstream 最 近 也 与 普

宣布与新加坡开发银行（DBS）

华永道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

合作开展贸易融资。 后来，新

系，为世界各地的公司带来了

加坡信息通信发展局（IDA）、

区块链技术和服务。[11] 它为

政府的 IT 和通信部门都加入了

企业生产提供成熟、可测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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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毫无疑问，有这样的支

目之一，除了它之外还有埃森

持者，公司的发展非常有动力。

哲，澳新银行，思科，德意志交

在 2016 年 4 月，该公司将
Elevance 数字金融公司添加到
其收购清单中（清单上还包括
Blockstack.io，Bits of Proof，
Hyperledger）。 Elevance 为金
融机构制定了一种表达性语言
来建立和执行协议。 该技术通
过为交易各方提供一种新的可
验证方式来独立地验证数据分
类帐更新，同时保持数据机密

易所，DTCC，富士通有限公司，
IBM，英特尔，摩根大通，伦敦
证券交易所，三菱 UFJ 金融集
团 ， R3 ， 州 立 街 ， SWIFT ，

区块链财团 R3 于 2015 年

VMware 和 富 国 银 行 ， ABN

由位于纽约的 R3 CEV LLC 公司

AMRO ， BNY

Mellon ，

成立，目的是开发金融业的通

ConsenSys， 数字资产控股，

用区块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守卫时间，日立等。 在 2016 年

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应用

底，该项目又增加了 8 名成员。

程序。 财团的初始成员都是世

[19]

界顶级银行：高盛，摩根大通，
瑞银，瑞士信贷。 [23]后来美

性，从而补充了数字资产的现

国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

有软件。 [15]

利等许多金融机构也加入了。

后来公司推出了一个区块

到 2016 年底，联盟成员数超过

链平台，允许保密交易。 该平

70。[24]

台通过将交易的分布分类帐划

在 2016 年下半年，该公司

分为两个组件来解决隐私问题：

发起了第一次大额资金筹集。

在一个组件上，参与者可以安

最初它的目标是从其成员处筹

全存储其交易数据，而在另一
个组件上，参与者可以共享非

R3 CEV（美国）

该项目有四个初始“流”：

集 2 亿美元，但后来决定将数
量减少到 1.5 亿美元。 以此方

机密数据。 此外，数字资产正

区块链浏览器，用于创建一个

在为包括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用户友好的网页应用程序来查

（ASX）在内的金融机构和美

看和搜寻块、事务和相关数据;

国邮政业务服务提供商“存托

Fabric，可创建用于开发区块链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在

信托结算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应用或解决方案的模块化组件;

2013 年 11 月，R3 决定让 Corda

而这个新平台将构建该技术的

Iroha 专注于移动应用开发; 由

平台开放源代码，并将其贡献

基础。 数字资产已经在 4 月份

Intel 领导的 Sawtooth Lake，涉

给 Hyperledger 项目。R3 希望

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这项技术

及到一个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来

Corda 成为新兴技术的行业标

的专利。 [17]

定位大型分布式验证分布的共

准。 [26] Corda 发布后不久，

识算法。[20]

R3 便在 ILS 百慕大融合会议上

11 月，一个全球性的区块
链联盟 R3 CEV 向公众发布了
Hyperledger（美国）

其 Corda 平台，并将其贡献给
Hyperledger。 [21] Corda 加入

式，该公司向其银行成员提供
了 60％的股权。 [25]

进行了实时演示。 [27]这涉及
经纪人、承销商、纽约梅隆银行
（大受托人）、百慕达金融管理
局、担保再保险业务人员和咨
询公司的人员。 演示显示在经

Hyperledger 是一个区块

了 Fabric、Intel 的 Sawtooth 等

链项目，最初由 Hyper 公司于

协议。 每个协议以不同的标准

2014 年建立。该公司于 2015

创建，运行方式不同，但是所有

年 6 月被数字资产收购。数字

这些都是为了处理金融交易而

资产将该项目移交给独立的

设计的。 所以 Hyperledger 究

Linux 基 金 会 。 [18] 此 后 ，

竟会不会将统一或分段方法应

令人惊讶的是，财团的首

Hyperledger 一直是参与 Linux

用于其最新的产品上，这个问

席成员（主要是高盛、摩根士丹

基金会历史上的要求最高的项

题令人好奇。 [22]

利和桑坦德）决定退出联盟。

纪人屏幕、承销商屏幕和受托
人的屏幕上。 他们按照这个过
程进行跟踪，并在每个人的屏
幕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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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一份声明中，R3 表示：

的国家电子系统）是世界上最

线认证服务作为连接到块链的

“与任何相同规模和范围的项

成功的措施之一。该项目取得

手段。 Idin 确保与网上银行相

目一样，我们总是期望财团的

成功是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基础

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设施，它没有建立单一的中央

发展这样的技术需要奉献精神，

系统，而是建立了分散的开放

需要重要的资源，而且我们不

系统，用来互连各种服务和数

同的会员群体有不同的能力，

据库。 这种结构允许新服务和

而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

应用程序进行整合，而且还可

发生变化。”有些人说，高盛不

以将其转移到区块链上，这个

愿意和数十名投资者一起投资，

过程比政府集中运作情况下的

并希望进行更多的运营控制。

转移更便宜、更平滑。

政府区块链
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对新一
代开发快捷方便产品的人才的
需求。 因此，这些国家通过积
极改革公共服务体系，来研究
和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则将分
散式 IT 部门组合为单一系统，
即所谓的“机构”; 其他人开始
使用深度数据和黑暗分析，以
便及时分析公众的回应和要求;
还有一些正在为政府单位之间
的互动开发新的架构; 最后，
最先进的当然应用分布式注册
表（区块链）技术，这个我们将
进一步介绍。
全球各个政府部门开始关

全系统的关键成果如下：
在 2016 年，94％的公民拥有能
够进入系统的电子 ID; 国家无
纸化运作节省了 2%的 GDP；可
获得 4000 多家电子服务; 爱沙
尼亚成为全球征税率和电子经
济指数最大的国家。
卫生保健
尽管没有区块链也可以实
现电子病历、在线访问患者数
据及修改数据，但数据的可信
度和可靠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区块链技术可防止任何未经授
权的修改/访问/使用公民的数
据，因为任何此类操作都记录
在系统中。

注区块链的速度跟不上这项技

2016 年上半年，爱沙尼亚
政府与 Guardtime 签约，将超
过一百万公民的电子健康档案
转交给区块链。 与此同时，这
个区块链也被纳入“电子爱沙
尼亚”。 之后，它计划将其他的
状态系统切换到公司类似的区
块链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上。
在美国，BitHealth——一
个与政府机构在类似项目上紧
密合作的创业公司，在 2016 年
开始使用区块链技术，为患者
提供保险公司的额外支付选择。
虽然这取决于比特币的市场成
功率，但是提供这种方法的保
险公司将比竞争对手具有显著
的优势。
土地公民
有意思的是，这个区块链
的领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很受欢迎。 在发展中国家，
土地所有权仍然记录不全，所
以业主不能出售，不能将其作
为抵押品贷款，也不能用土地

术的实际发展和实际应用情况，
这是相当合乎逻辑的。 国家治
理制度应保持稳定，毕竟它是
一个非常静态、不活跃的机制，
任何实施工作都必须证明其具
有效率和效力。 此外，并不是
所有的区块链解决方案都具有
足够的可扩展性来满足相关的
负载。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非
常有趣的项目值得一提。
我们来看看最好的做法。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爱沙
尼亚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创新
基准，但是它的政府项目（统一

2016年在荷兰，Prescrypt
与SNS Bank NV和德勤合作开
发了一种区块链应用程序，为
长期病患者提

进行其他交易。
然而，发达国家正在改进
其业务流程，大大减少交易时
间（通常需要几个月）来降低文

供了更为便利的服务。 该

件和交易（例如转让权利）中的

概念使用由银行提供的 iDIN 在

欺诈和错误风险，这使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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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更可靠。 这使得该国更

册表登记土地所有权，以打击

司和 Pillsbury Winthrop Shaw

能吸引商业和投资。 在俄罗斯，

欺诈。 这一举措是针对拉丁美

Pittman LLP 技术业务部合作实

引进区块链在土地税基上提供

洲特别严重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施。 正在开发的系统将公司注

了附加值。

而推出的。 近几十年来，洪都

册流程和股票动态追踪、股东

拉斯由于政府腐败和管理不善，

交流管理一起切换到数字环境

财产权常有冲突。

上。

2016 年初在瑞典，国家土
地服务部门宣布与一家区块链
创业公司 ChromaWay，一家咨

政府文件流通、公司登记、

2017 年在爱沙尼亚，爱沙

询公司 Kairos Future 以及电话

投票。 这些领域与政府机构之

尼亚政府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

服务提供商 Telia 合作成功。

间的信息交流密切相关，因此，

所在公司股东区块链投票系统

他们开发了买卖双方的解决方

现有项目旨在降低与数据交换

方面合作了近十八个月，宣布

开采设备以外的第一次经验，

相关的成本并建立单一的信息

实验取得成功，并表示即将对

而该公司自 2010 年以来便一

存储系统。

扩大应用范围进行更深入的工

案，并通过第三方银行的
参与测试了效果。 该过程
涉及五方：买方、卖方、房
地产代理、银行和公共地
籍登记服务部门。
2016 年年中在格鲁吉
亚，BitFury 公司（格鲁吉
亚国家公共注册局）和经
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宣
布，推出一个基于区块链
的地籍注册试点项目。 它
已经 2017 年初被推出。这
个实验是 BitFury 在开采和

直保持良好的业绩。

2016 年在阿联酋，王储批

2016 年初在加纳，基于石

准了一项国家战略——到

墨烯平台的 Bitland 项目得到

2020 年之前将国家文件流程

了加纳政府的官方批准，该项

全面转移到区块链协议上。政

目基于 Bitshares 区块链，用来

府的最终目标是在世界其他城

对土地公民进行编制，该项目

市推出区块链平台，为“智慧城

还发布了公民基本令牌。 之后

市”建立统一的标注。 顺便说

公民将能够登记土地所有权、

一下，一些富裕人士和一些国

解决土地所有权纠纷、买卖土

内的主要投资者正在积极与俄

地。 这是一个试点项目，但是

罗斯建立联系，并表示有兴趣

Bitland 计划将其推广到其他非

与俄罗斯的欧洲区块链基金会

洲国家。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是

联合投资。

第一站。肯尼亚尤其值得信赖，
因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较高，
互联网渗透率较高。

2017 年，特拉华州提出了
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举措：让在
这个管辖区内经营的公司的法

2016 年在洪都拉斯，政府

律和业务活动实现自动化。 该

与 Factom 合作，使用分布式注

倡议正在与 Symbiont 创业公

作。 继续。 在爱沙尼亚推出电
子投票系统之前，发布了 Linq
区块链私募股权市场平台。 当
时的第一笔交易是连锁公司的
股份。
交易景观交易所
到今年年底，运行的加密
交易所已经达到了近50个。 另
有近五十个交易所停止服务或
被标记为可能存在诈骗交易。
[29]尽管如此，交易量大部分
集中在 Quoine，OkCoin，
Poloniex，Bit tnex，Kraken，
BTC-e ， Bitstamp ， Huobi ，
BTCChina 等单位数量的交易
中。 令人惊讶的是，最受欢迎
的货币对不是比特币/美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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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特币/人民币。 到目前为
止，中国人对“加密世界”最感
兴趣。 事实上，2016 年下半年，
全球 98％的比特币交易量来自
中国三大交易所——OKCoin，

者开立多少订单）。 [31]
从交易账户中提取资金的
方式增加（信用卡/借记卡、电
子钱包、密码钱包）。

语。 这些规定仅限于涉及纽约
或纽约居民的活动。
根据这些规定，那些居住
在纽约州的居民，可以在营业

Huobi，BTCChina。 类似的情
景适用于其他主要的加密货币。
三大交易所交易量之间的
巨大差距代表比特币/人民币
这一组合相对于其他比特币对
更加普及。以下是 2016 年下半
年比特币 / 美元交易量的分
布情况。
尽管中国在这一领域看似
完全优越，但并不是所有这一
切都是由于中国的卓越。 三大
交易所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是
没有收取任何交易费用，这对
高频交易员和货币套利交易者
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特征。
他们还鼓励贸易商产生“洗牌
交易”。 由于这些交易所是通

l

密码市场发展的一大

进步是基于加密货币的期货等
衍生工具的发明。 在 2016 年，
出现了一些新的提供加密交易
的交易所（BitMEX，Deribit，
SimpleFX，Crix.io 等）。

过账户提取费用来盈利的，而

指数是资本市场不可分割

交易量较高意味着交易者的收

的一部分，最终被用于加密货

费较低，那么他可以简单地设

币。 例如，CRIX（由德国柏林

置两个单独的帐户，在账户之

洪堡大学的教授，新加坡管理

间来回移动比特币，而不用进

大学和新加坡区块链创业公司

行实际交易。 [30]

CoinGecko共同经营）跟踪主要

2016 年，全球的加密货币
交易系统不断演变并复制了现
有的金融体系：
l

的30种加密货币。 货币根据其
市值包括在指数中。[32]
规定
2016 年，金融监管机构更

杆交易）和贷款（你可以将未使

加重视加密货币。 美国国税局

用的资金借给其他交易商或以

要求主要的美国交易所

预定利率借款）服务实际上已

Coinbase 提供交易所用户的数

成为那些希望吸引交易者的交

据，这表明合规与客户隐私之

易所的必需品。

间的紧张关系。 [33]根据规定，

l

交易者处理的交易订

单种类增加（例如，Bitnex 提供

货币
加密货币种类早已数以百
计。 但是，每日交易量至少为
1,000 美元的人数约为 150 人。
[34] 2016 年 12 月 25 日，市值
前 10 位的加密货币是：

投资工具
今年的一些公司不但创建
了密码指数，还建立了追踪投
资基金的指数。 越来越多的玩
家企图超越加密世界，为“老”
的经济投资者提供不同的选择，

保证金交易（利用杠

Coinbase

地点进行业务。

不 得 不 获 取

Bitlicense 进行营业。

10 种订单类型，可以指定以什

BitLicense 是由纽约州金

么价格、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融服务局（NYSDFS）发布的虚

应交易的金额以及向其他交易

拟货币活动营业执照的常用术

以获得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
的曝光。
DLT 金融
DLT 金融在 9 月份推出了
DLT10 指 数 （ 包 括 比 特 币 ，
Ethereum ， Ripple ， Stellar ，
Litecoin

，

Dogecoin

，

MadeSafeCoin ， NameCoin ，
Factom 和 N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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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半的业务回报率分别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
Polychain Capital（美国）
ICONOMI（斯洛文尼亚）

Polychain是数字资产对冲

ICONOMI 基于 Ethereum

基金，由两家大型风险投资公

区块链。 它于 2016 年 9 月推

司Andreessen Horowitz和联合

出，通过币众筹募集了近 1000

广 场 创 业 投 资 公 司 （ Union

万美元。[35]

Square Ventures）支持。 这家

-16.1％，37.42％，71.25％。
在 2016 年，该公司又迈出
了独特的一步：12 月，该公司
在海峡群岛证券交易所（CISE）
上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比特
币基金。 [40]

位于旧金山的公司从30名投资

GABI 还收购了一家瑞典

者那里获得500万美元资金，在

公开上市的 XBT 提供商，该公

九月份成立，由前Coinbase员

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比特币

有主要交易所，期盼在那里找

工Olaf Carlson-Wee领导。 他

交易所交易票据（ETN）。 [41]

到 交 易 。

以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加密货币

GABI 接管了 XBT 的两个 ETN

而闻名。

产品，名为 Bitcoin Tracker One

该公司成立了一个可追踪
指数的被动式 CTF（硬币交易
基金），以及由专业团队经营的
主动 CMF
（硬币管理基金）。每
个 ICONOMI 投资基金发行自
己的令牌。 CTF 应该提供给所

CMF 只 能 在

ICONOMI 内 进 行 交 易 。 在
ICONOMI 平台上，ICONOMI
资金是超流畅的，可通过
ICONOMI 借记卡全天候访问。
[36]以下是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生效的该指数的组成：[37]

这个投资于多元化加密货
币组合的基金的推出表明，风
险投资家对加密世界越来越重
视。

和 Bitcoin Tracker Euro。 两个
ETN 都可在斯德哥尔摩的纳斯
达克/ OMX 上获得，并可在 179
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访问。 ETN
的加入使得全球顾问的管理资
产提高到 2000 万美元。
ETN 本质上是 ETF（交易
所交易基金）和债券的组合。

全球顾问比特币投资基金
（GABI）（泽西岛）
不同于 Polychain，全球顾

它是一个有到期日的债务证券，
由发行人的信用支持，旨在为
投资者提供市场基准的回报。

问基金只需要在比特币上投资。
但是，该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是第一家获得监管机构批准
（泽西州财政委员会于 2014
年批准）成立比特币基金的投

灰度投资比特币投资信托
（美国）

资管理公司。[38]基于其 16 年

灰度是数字货币集团于

的资产管理经验（以前与商家

2013 年成立的投资界的数字

合作），该公司声称拥有高标准

货币投资信托机构。

的专业方法。 [39] GABI 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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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投资信托（BIT）是
一种开放式信托，仅在比特币
投资，仅从比特币的价格获得
其价值。 在流行的 SPDR 黄金
ETF 模型下，BIT 是为那些希望
通过传统投资工具接触比特币
的投资者创建的。 BIT 被公开
引用在 OTCQX®（一个场外市
场）上，股票代码是 GBTC。[42]
BIT 的资产存储在 Xapo 里，
Xapo 是一家比特币钱包和保
险库创业公司。 存储在保险库
中的比特币放在多重签名地址
上，私钥由强密码、物理和进程
安全所保护。 Xapo 还有第三
方保险，以弥补由于员工不诚
实或存储在保险库中的比特币
被盗而造成的损失。

国）

金将维护各种保险公司承保的
虽然比特币 ETF 极有可能

交易溢价，但仍可能远远低于
GBTC 的，随着越来越多专业的
ETF 市场人士参与，该 ETF 将
会稳步提升。 [44]在说这个故
事之前，我们注意到，灰度已经
在 2017 年初注册了一个比特
币 ETF。[45]然而，他们并不是
第一个这么做的。
Winklevoss Capital 是由双

在比特币开采业务中，中
国池在 2016 年继续占主导地
位。世界四大池（全部都是中国
的）：F2Pool，AntPool，BTCC
和 BW 占据了 60％的市场份额。

别，其中包括比特币。 早在
2013 年，他们声
称已经积累了近
1％的现有比特
币。 [46]同年，他

信托，允许投资者通过购买所

比特币 ETF。 他

有权安全性来获得 Ethereum

们还在等待批

Classic 的价格走势。 此产品还

准。 十月份是

在开发中。

SEC 最后一次拒

那就不用说平均出价/平均利

开采业

国以外最大的开采商。

SEC 提交第一个

差异可以达到 BIT 价格的 50％。

法保证其比特币。[50]

庭办公室，投资于许多资产类

产品——Ethereum（ETC）投资

的价格和比特币的价格之间的

基金不同，Winklevoss 基金无

格鲁吉亚的 BitFury 仍然是中

们首次尝试向

可能接触比特币，但 BIT 股票

险。 ”这使得它与 Winklevoss

胞胎兄弟于 2012 年成立的家

由灰度投资推出的第二个

虽然 BIT 使传统投资者有

犯罪、超额犯罪和超额库风

绝对投标作出裁
决。 [47]它指定
2017 年 3 月 11 日
作为批准或不批准 Winklevoss
Bitcoin Trust ETF 的日期。 [48]
Bitmain（美国）

差为 1.5％，费用比率为 2％。
这基本上是溢价，是投资者在

作为个人爱好的比特币开

不离开“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

采已无利可图。BitMain是一家

接触比特币所付出的代价。 这
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

SolidX ETF（美国）
在

2016

领先的比特币科技公司

年 ， SolidX

（ AntPool 和 BTC.com 池 的 所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结构，

Partners Inc，一家区块链科技

有者），于8月宣布将发布其最

其创造/赎回过程有助于通过

公司，是第二家向证券交易委

新的比特币开采机，它认为该

套利来使价格和净资产价值更

员会提交可追踪比特币价格的

机器足够强大可以“带回矿产”。

接近。 [43]

ETF 产品的公司。 ETF 的股票

[51]新产品旨在通过使用新的

应该经监管部门批准，在纽约

无声风扇来解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XBTC。 [49]
Winklevoss Bitcoin ETF（美

SolidX 档案表示：
“信托基

噪音问题（硬件过热是采
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风
扇用于冷却）。 然而，其实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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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高度依赖于比特币和电

本货币（apptoken）来创建的。

价。 虽然解决噪音可能是巨大
的进步，但是 Bitmain 是否可以
将比特币矿工带回来仍然有待
观察。
该公司还推出了第二个采
矿池 BTC.com，已经占据了近
3.5％的市场份额。 [52]新池的
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向其社
区用户开放的。 据 Bitmain 介
绍，该池旨在提高比特币网络
的稳定性并分散采矿。 但是，
这确实带来了该企业将通过两

DigixDAO（新加坡）

个采矿池服务积累更大的市场
份额的风险。 由于采矿池根据

Digix 正在建立一个交易

池资源分享奖励，池数越多，报

平台，用于在 Etherey 区块链交

酬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导致矿

易中交易黄金令牌。 该公司总

工乐于加入更大的池，因为它

部设在新加坡，并为 Ethereum

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他们靠努力
赚取利益的可能性。 [53]

代表公司的所有权或信用
额度的令牌通常为固定金额

另一个因素——所谓的七

（无采矿），即它们不作为货币

月份减半，引起了人们关于采

使用，通常称为加密资产，以区

矿整顿的热议。这是一个既定

别于加密货币。

的网络变化，给比特币矿工的
奖励会从 25 个 BTC 下降到 12.5
个 BTC。 [54]这使得新矿工难
以实现盈利，并可能导致现任
参与者地位的巩固。
初始硬币提供（ICO）
ICO 是一种投资形式，介

迄今为止通过 ICO 的筹款
已经近 2.5 亿美元。[55] 2016
年 ICO 市场进入巅峰。 基本的
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这使得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并投资那
些有希望的项目，就像传统的
大众化模式。

发行的每个令牌存放实物黄金。
存储费用为每年 0.39％，与黄
金 ETF 类似。 然而，Digix 令
牌相对黄金 ETF 的巨大优势是
其全球性质和分割股票的能力，
可以促进微观交易。 Digix 令
牌也可以兑换金条。
2016 年 3 月，公司成为第
一个通过 ICO 募集资金的权力
下 放 自 治 组 织 。 [57] 在 本 次
ICO 出售的 DigixDAO（DGD）
令牌是对公司收入的基本要求，
就像传统意义上的份额一样。

于 IPO 和 Kickstarter 之间，新

他们将收到 DGX 交易的交易

的区块链公司将数字令牌销售

费用——黄金令牌本身。

给准备为项目提供资金的人们。
这些令牌基本上可以有三种类
型，与传统系统的几乎相同。
它们可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购买
产品的货币（通常称为
apptokens），也可以是一种所
有权——例如对项目收入的索
取，或者是债务——将来要收
到的固定付款 。例如，现在知
名的 Ethereum 是通过提供基

FirstBlood（美国）
FirstBlood 是一个电子竞
技项目，允许用户在网络游戏
中竞争，类似于英雄联盟、Dota
2 和 CounterStrike ： Global
Offensive。 [58]玩家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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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游戏中的技能来获得奖

似，它对必要平台和服务有长

励。 人们以分散的方式为电子

期需求。 由于 ICO 类似于传统

竞技游戏提供证人和陪审团制

的众筹，所以许多可以像众筹

度。 此外，陪审团成员在
FirstBlood 令牌中获得的奖励
可以确定游戏结果。
FirstBlood 在 9 月份经历
了创纪录的日子，在几分钟之
内就在 Ether 公司募集了 550
万美元的资金——从这儿可以
看出新 ICO 下那些寻求目标对
象的加密投资者会怎么做。 该
公司在 12 月发布了 Alpha 版
本，这意味着投资者已经准备
好在没有 MVP 的项目中投入
资金，并且在发布之前经历了
漫长的时间。

Golem（捷克共和国）
Golem 是一个建立在对等

DAO
“ DAO” 是 一 个 特 定
DAO 的名称，由德国创业公司

平台那样运行的平台出现了。
而这些项目具有高风险，所以
对 ICO 评级机构的需求很强烈。
现在这一切都提供给投资者。

Slock 的团队构思和编程。 它
是一个公司建立的“智能锁”，
让人们可以在一个分散版本的
Airbnb 上分享他们的东西（汽
车、船只、公寓）。 [61]实质上，
DAO 是一个分散的投资基金。
会员会提出不同的项目，并投
票选出最后投资哪些项目以及
投资多少。
自 2016 年 4 月推出以来，

ICORating（俄罗斯）
ICORating 作为 ICO 市场
上的独立评级机构于 10 月份
被推出。 他们使用专有的评级
系统评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货币产品，并提供与评级相关

它已经通过 ICO 从超过 11,000

的综合研究报告。 到年底，该

名热心会员那儿筹集了超过

项目仍处于测试版，并没有涵

1.5 亿美元，这说明它很受欢迎。

盖许多 ICO。 ICORating 正在

而这次募资也是历史上最大的

与 Ambisafe 合作开发。

众筹。

网络上的平台，它以分散的方

几个月后的 6 月份，DAO

式储存计算机基础设施，来创

被黑客入侵。 袭击者窃取了超

建一个全球计算市场。 [59]他

过 360 万以太（约 5000 万美

们称之为“全球超级计算机”，

元），导致以太网的价格从 20

任何人都可以为其贡献，任何

美元降至 13 美元以下。 随之

人都可以购买计算。 该网络由

而来的是一场长时间的“战

是一种投资银行家，并分享一

Ethereum 区块链保护，支持生

斗”，Ethereme 的开发人员试

系列区块链项目注册表。 它提

态系统的三个用户组之间的直

图阻止黑客带着这些资金逃走。

供了一个完整的指南和所有必

接和透明支付系统，三个用户

结果，一个大变故（区块链的重

要的工具，用于 ICO 和随后的

组分别是：要求计算资源的请

大变化）导致了一个分支的产

“投资者关系”，这意味着它

求者、提供硬件基础设施的供

生，这个分支称为 Ethereum

是分配与令牌相关的奖励的工

应商和创建能够利用网络资源

Classic。 而 有 些 人 继 续 发 展

具。 [62]

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开发人员。

“老”版本。

Golem 的项目也处于 alpha 阶
段。
11 月，该公司仅仅在 29 分
钟内便为它的 Golem 网络令牌
（GNT）筹集了 82 万（以太），
相当于 860 多万美元，成为第
三大，也是第二快的 ICO。 [60]

Ambisafe（美国，乌克兰）
Ambisafe 于 2015 年推出，

它也是独立的代管人。 这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

意味着募资的公司不会直接收

Ethereum 本身是安全的，尽管

取资金，而是只能从存托代理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容易受到

人那里获得多重资金，这种方

攻击的是 DAO 的代码。

式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因此，

ICO 结构
2016 年是 ICO 基础设施发

如果没有数字签署代理人来检
查条款的履行情况，公司就不
能花费募集的资金。

展的重要一年。 与传统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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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易，Ambisafe 提供

币以冷藏形式安全的长时间保

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访问多个

存。 你可以将这种形式的钱包

基于区块链的金融工具，并在

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存放在安全

头推出前瞻性计划。
第二，在 2016 年夏天，阿

交易所上交易这些工具。
9 月份，该公司宣布开发了
一个能够实现 ICO 半自动化的
平台。 [63]

钱包
所有的钱包都被分为热钱
包或冷钱包。 一个连接到互联
网的或着在线的钱包被称为
“热钱包”。相反，“冷”意味
着它离线或与互联网断开连接。
[64]比特币钱包（以及其他加密

保险箱中。 纸虽然可以被破坏、
撕裂、褪色或以其他方式丢失，
但是与硬件钱包不同，纸币钱
包没有恢复机制。 [66]

根廷政府禁止信用卡公司与
Uber 开展业务，而比特币钱包
Xapo 允许 Uber 司机接受 Xapo
卡付款。[68]

货币）可以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8 月，该公司进军经济衰退

桌面、移动、在线、硬件和纸币。

的委内瑞拉，在这里比特币迅
速普及。 [69]

桌面钱包是你在计算机上
下载的软件，用于执行交易并
存储你的比特币。 这可以是一
个原始的钱包，它包含整个区
块 链 （ 在 2016 年 底 为 100GB
[65]）或者是一个简化版本，不
下载链本身。

Xapo（香港）
Xapo 是一家位于香港的
（办事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
洛阿尔托市）提供移动比特币
钱包、深冷库存和比特币借记
卡的供应商，由 Benchmark、

移动钱包是为你的智能手

指数风投、数字货币集团等投

机定制的钱包。 网上钱包由第

资者投资了一轮 4000 万美元

三方钱包服务公司在云端提供。

的 A 轮融资。 Xapo 的借记卡

这些平台上的钱包只能通过互

与传统卡片完全一样，它与你

联网连接进行访问。

的 Xapo 比特币钱包连接，有三

硬件钱包是便携式小型物
理保险库设备，用于安全的进

种货币可以支出：美元、欧元、
英镑。

行在线存储、发送和接收交易

Xapo 出名的事情很多。

服务。 它们优选保留大量的比

首先，其首席执行官卡萨雷斯

特币。

（Wares Casares）已于 1 月份

纸币钱包可以将你的比特

任命为贝宝（PayPal）董事会成

虽然依旧是2016年最引人
瞩目的钱包之一，但是当
Wences Casar
es 业务的买家 LifeLock 今
年再次找上它时，该公司不得
不面对一些问题。

根据

Lifelock 的说法，在它 2013 年
收 购 Lemon 时 ， Casares 和
Xapo 前首席财务官辛西娅·麦
克亚当（Cynthia McAdam）为
Lemon 保留了知识产权和比特
币集成软件。[70]

TREZOR（捷克共和国）

员，以帮助这个支付行业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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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ZOR 是着名的硬件比

的隐私安全交换机的 Bitstamp

持的商店、零售商店和电子商

特币钱包，由 SatoshiLabs 开发。

集成。 用户现在可以将资金直

务平台上进行交易。 [76]

它是一个孤立的环境，用于离

接存入 TREZOR 钱包，而不必

线事务签名，你可以通过一个

离开 Bitstamp 网站。 嵌入式

小型显示器直观地查看事务内

TREZOR 帐户允许用户只需点

容。 它在其设备上保留私钥，

击几下即可将获取的比特币撤

并通过 USB 签署交易。所以，

回到 TREZOR 设备。 [74]

你将需要手机或桌面上安装一

借记卡

个钱包。 2016 年 5 月，Trezor

接着在9月份，它成功地整
合了加密货币交易公司
ShapeShift的API，使得用户除
了存储
比特币之外，还可以在卡
里存储 Ethereum，Monero，

开发商宣布将将 Ethereum 添

2015 年比特币借记卡还

Litecoin 和另外 12 种其他加密

加到钱包的可用货币中。 [71]

是个新鲜事物，但是到了 2016

货币。 一些新功能还支持银行

目前它可以存储比特币，

年，任何熟悉比特币的人都不

业务，并通过像 PayPal 这样的

Litecoin，Namecoin，Dogecoin，

会有丝毫惊讶。 提供比特币借

主流支付服务提供商购买比特

Dash 和 Testnet。 [72]

记卡的公司数量大幅增长。 虽

币。

2017 年，该公司将发布一
项 重 大 更 新 —— 新 版 本 的
Trezor，内置许多新功能。 新
功能包括一个微型 SD 卡、一个

然大部分公司仅限于提供美元、
欧元或英镑卡，但一些公司推
出了新的组合，添加了替代加
密货币或实物货币。

Coin ATM Radar 是关于比
特币 ATM 和类似服务的一体
化信息网站。 它为我们提供了

相当快的处理器和一个称为

一个全面的全球地图、趋势研

TREZOR Core 的功能集合，这

究，并指导我们如何使用比特

些功能使得更多的社区能够参

币 ATM 业务，告诉我们有什么

与编程并贡献代码。 [73]

Wirex（英国）

生产商。[77]

Wirex于2014年推出，作为

美国显然主宰了比特币

将区块链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

ATM 行业。欧洲也有一个发达

合的个人银行平台。 2015年，

的 ATM 网络。 而其他地区相

其募集资金 近18.6万美元。

对比较落后。

[75]

此外，Trezor 已经与领先

自动柜员机

2016 年全球比特币 ATM
该公司在 2016 年 7 月推

总数继续以其稳定的 3 年增长

出首款比特币借记卡，以便让

率增长，这意味着对加密货币

拥有越来越多比特币的用户群

的需求仍然不能满足。

在任何 Visa 或 Mastercard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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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生产市场高度整合，
近 80％的生产仅属于三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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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保险技术是金融技术发

客户忠诚度，从而提高每个客户

进行在线医疗预约——前者在

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无疑将在 1

的盈利能力），同时从目标观众的

25 个国家拥有 8M 客户，后者在

年或 2 年内独立行业。 其发展的

角度发展小型客户。

20 个国家有 9M。

主要国家包括美国（Lemonade,

总体而言，在线保险更加积

“on-the-go”服务正在通

Oscar, Zebra, Quartet, Metromile,

极关注与小企业的合作，而非与

过并购开始巩固——DocPlanner

Slice, Stride, PolicyGenius, Bunker）

大型公司合作，主要是因为自由

收购博雅利亚，Metromile 购买了

和 德 国 （ FriendSurance ，

经济（自由职业者，员工和中介

Mosaic Insurance，以改善客户风

FinanceFox，Clark）。其他国家不

市场客户以及按需服务）的增长。

险评估的实践。

是发展的主要国家的原因是，主

比如，Slice，Stride，Bunker 和

这个领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

要是因为无法吸引大批新玩家，

CoverFox 为以前不存在的 Uber

注——我们应该给那些曾经在金

如英国（Trov，FitSense），法国

等新型员工（及其客户）提供服

融技术方面比银行更加活跃的保

（Alan），波兰（DocPlanner），印

务。 实际的“按需”方式影响了

险业务表示信任：显然，后者的

度（CoverFox），中国（平安保险

初创公司的盈利方式

，

糟糕经历使得前者能够学习一个

股份有限公司）。

Metromile 和 Slice 只能使用（按

全球性的教训 改变不应该被抵

使用付费）收费，而不会提前出

制或忽视。 平安好医生吸引了 5

售昂贵的“长期”保险计划。

亿多美元的投资（估计价值 3 亿

与此同时，中国保险公司（平
安 ） 和 香 港 投 资 者 （ Horizon
Ventures）在实际业绩方面处于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也

领先地位。 与往常一样，美国和

是更大的整体经济趋势的结果

奥斯卡 - 1.5 亿美元（估计价值

中国玩家的焦点仅限于自己的市

——P2P 保险。 像 Lemonade 和

3BB），Quartet - 四千万美元，

场（Lemonade 和 Metromile 的

FriendSurance 这样的服务可以

Lemonade - 三 千 四 百 万 美 元

目标是在 2017 年覆盖全国），只

帮助你创造出你信任并了解行为

（ 合 六 千 万 美 元 ）， FinanceFox

有欧洲企业才能解决可扩展性

的、而且可以互相保证的一个小

（5.5 亿美元和 2800 万美元），

（FriendSurance 和 Trov 已经进

的群体。 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

Huize 保 险 - 3,080 万 美 元 ，

入澳大利亚市场，FinanceFox 扩

参与者将获得退款（减去平台费

Zebra - 1700 万美元（合 21 万美

大 了 到 瑞 士 和 奥 地 利 ，

用）。

元 ）， Trov - 2550 万 美 元 ，

DocPlanner 目前有 25 个市场）。
就像任何其他的新兴行业一

在线消费者贷款的快速增长

美元），Metromile - 1.195 亿美元，

DocPlanner - 2000 万美元（合

对电子，运动器材或乐器（如 Trov）

3,350 万美元），FriendSurance -

样，线上保险的相当大的市场份

的在线保险公司构成了需求。 健

1530 万 美 元 ， PolicyGenius -

额也是服务，主要提供组合产品、

身跟踪器的销售和健身应用的使

1500 万美元 总共 21 百万美元），

价格聚合商或经纪人（Zebra，

用引起了从事聚合和分析您身体

Clarck - 1320 万 欧 元 ， Alan -

PolicyGenius

，

活动（如 FitSense）的信息的新兴

1300 万欧元，Slice - 390 万美元，

FinanceFox，Alan，CoverFox）的

企业的兴起。 人工智能和聊天机

Bunker - 2 百万美元和 FitSense -

服务。 因此，像金融科技领域一

器人领域的创新有助于创建新的

30 万欧元。

样，这些服务最初将吸引非常大

服务，比如提供自己的产品

的客户群体，随着越来越多的玩

（Clark）或者预测关键情况。

，

Bunker

家进入市场，这些服务将迅速消

保险和健康正在迅速融合，

失，为客户带来附加值，并为客

这是合乎逻辑的。 保险巨头“平

户提供更多丰富的服务优惠。 或

安”创办了一家提供在线医疗预

者，他们将不得不迅速迁移到互

约和远程医疗服务的单独公司，

P2P 保险提供商，成立于 2015 年，

补区域，以便生存和保留客户。

名为“平安好医生”
（77M 客户和

主要为租户和房主提供保险。它

例如， Oscar Health，积极在线

25 万 医 生 已 加 入 该 平 台 ）。

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因为它使用

医疗任职和远程医疗领域发展，

Quartet 可让您咨询治疗师社区，

从每个同行群体中收集的回报来

并在布鲁克林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并通过算法自动分析您的症状。

支付索赔，将剩余的钱重新投放

（通过更加一体化的服务来提高

DocPlanner 和 Doctoralia 也可以

到公司的项目中，并使用再保险

Lemonade (USA)
Lemonade 是 一 个 美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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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覆盖超过池中剩余资金的索赔。

者 Aleph，Sequoia 和 XL Innovate

的业务。 随后公司将重新把重点

其主要战略旨在 2017 年贯穿美

共同投资。 这使得 Lemonade 的

放在小企业的战略上来了[7]。在

国各州。

总资金达到 6000 万美元。

业务发展方面，它还在布鲁克林
市中心与西奈山合作开设了第一
个成员诊所。保健中心最初由初
级保健医师，护士，行为保健专

2016 年初，它的团队几乎没

Oscar (USA)

家和医疗助理组成。Oscar 的首席

Oscar 是一个美国的保险巨

执行官马里奥•施洛塞尔（Mario

头，成立于 2012 年。

Schlosser）表示，通过直接向消费

有任何大的变化，宣布了一个新

者提供医疗保健，奥斯卡希望提

的 CIO - Ty Sagalow，美国国际

高会员的经验，并与其网络中的

集团（AIG）25 年的高管。 来自

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

Stroock ＆ Stroock ＆ Levan LLP

这种方法也可以降低导致保险公

的合伙人 William Latza 和另外三

司财务损失的医疗费用 [8]。

名经验丰富的保险业经理 Robert

它是一个保险提供商，目标群体

ACE ， 以 及 ACE 保 险 公 司 的

相当广泛，包括具体的观众群体，

Robert

James

个人，以及具有较低风险和成本

Hageman，以及来自 AIG 的 Ron

的健康的人，如新家庭，老师，

The Zebra (USA)

Topping。

自由职业者等。其产品非常庞大，

Zebra 是美国最大的汽车保

提供计划，提供医生信息和位置，

险报价比网站，总资金超过 2100

的扩张。 在纽约州推出全套保险

远程医疗， 基础技术。 其主要

万美元。Zebra 根据美国各州的

运营商之后，截至 2016 年底，该

策略是通过交易触发 B2B 市场，

客户选择，比较 200 多家可信赖

公司已收到 46 个州和哥伦比亚

直接向公司的雇员提供保险，并

的保险公司的报价，每年可为驾

特区的所有许可证，向 97％的美

扩展到家庭保险，汽车保险等市

驶员节省数百美元。

国公民提供保险。 在 9 月份，

场。

Giurlando

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它

年初，它已经成功得到了

Lemonade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Shai

1700 万美元的 A 系列资金，投资

Wininger，在纽约开幕后公示了

来自 Mark Cuban，Mike Maples

早期的数字。 它说它销售了 142

Jr.（Twitter 和 Lyft），Simon Nixon

个保险，并在头 48 个小时内产生

（Moneysupermarket），Silverton

了总额为 14,300 美元的总保费。

Partners 以 及 新 投 资 者 Daher
Capital 和 Ballast Ballast Point
Ventures。根据他们的新闻稿显
示，Zebra 计划利用资本来加强
其产品，加强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伙伴关系，并扩大其快速增长的
团队[9]。
最新消息显示，它新一轮的

Zebra 有一个真正的“明星

巨额融资中有一亿五千万美元来

队”：2017 年 1 月，其创始人亚

自 Fidelity，其他总价值为三百三

历克斯·里昂斯和约书亚·达加比

十美元。尽管如此，Oscar 在第三

克（Joshua Dziabiak）被命名为

在此之前，它公布了 3400 万

季度继续亏损数千万美元（约合

“消费者科技”类别的 2017 年

美元的一轮融资。 最新一轮由

4500 万美元）[6]，因此公司不得

“福布斯”30 强。 首席执行官亚

General Catalyst ，Thrive Capital

不重新考虑战略，并在 2017 年初

当·里昂斯（Adam Lyons）也被评

和 Tusk Ventures 以及现有投资

停止在新泽西州和达拉斯沃思堡

选为德克萨斯州中部地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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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EY 企业家奖”的决赛入围

个合作将为华盛顿州的人民提供

者。 这个奖项的决赛入围者里昂

综合行为医疗保健。 “我们很高

是最小的 [10]。

兴与这样一个市场领先的创新者

在组织变化和成就方面，

合作，将 Quartet 的服务带到华

Zebra 宣布 Brett Little 为财务与

盛顿州。”Arun Gupta 说 [15] 。

行政执行副总裁。 Little 拥有在

Premera Blue Cross 希望通过与

Match.com ， Travelocity

Quartet 的合作，为焦虑、抑郁、

和

AppFolio 工作的 20 多年的财务

成瘾和其他精神卫生状况的员工

经验，并将负责管理 Zebra 的财

提供适当照顾[16]。

务，法律和人力资源业务。 后来，

Quartet 在年中取得的一系

9 月份，Zebra 曾经从其他公司

列里程碑也是重要的：它在 2016

“猎捕”Steve Beard，他拥有 25

年被列入了现代医疗保健行业最

年的驾驶优化经验。 现在，他是

Quartet (USA)

佳就业榜单的前 100 名[17]。8 月，

新任销售业务副总裁。 Beard 丰

Quartet 是一个 NY-based 的

曾任国会议员和成员的 Patrick

富的领导代理团队经验，以及与

平台，使初级保健医生和精神卫

Kennedy ，已加入了技术创业板

运营商合作，将有助于推动

生保健专业人员（如治疗师）的

Quartet 健康 [18]。最后，Quartet

Zebra 向前发展成消费者多渠道

合作变得更加容易。许多心理病

的规模已经翻了一番，纽约总部

保险资源目的地。 去年，Zebra

人同时有身体症状（反之亦然），

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新空间。

多次荣获多项奖项，其中包括以

如果病人不说的话，可能难以识

员工对企业未来文化和乐观情绪

别。Quartet 的数据科学家创建算

的反馈，联系和协作感以及业务

法，帮助医生确定患者是否面临

机会为依据的“顶尖职业”奖

另一个健康问题的风险。然后他

Metromile (USA)

[11]。

们可以将结果转交给 Quartet 网

Metromile 是基于 SF 的基于

络中的提供商。
其核心产品有非常好的前景，

用途的保险，概念是为车主提供
解决方案。 它是 OBD-II 的一个

2016 年 Quartet 健康已经筹集了

设备（美国的所有汽车都有 1996

由 GV （ 以 前 称 为 Google

年的这个端口），与汽车相连接，

Ventures）领导的 4000 万美元的

并从 OBD-II 适配器收集和分析

B 系列资金。现有投资者 Oak HC

信息。保存旅行的轨迹，监测汽

/ FT Partners ， F-Prime Capital

车的健康和地理位置，得到您汽

Partners 和 Polaris Partners 也重

车的运行状况。

新进行了投资[13]。
公司已经建立了几个合作伙
伴关系，包括 Highnark 公司和

今年 9 月份，它将 1.195 亿
美元的资金用于无偿保险[19]。
根据首席执行官

Premera Blue Cross 公司。 三月
份，Quartet 和 Highmark 公司是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6 月份，

美国十大健康保险公司与第四大

它推出了“询问代理”服务，一

的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个免费的在线社区，司机可以就

affiliated 公司，宣布合作，为有

所有汽车保险问题提出问题，并

健康行为需求的个人提供更好的

从持牌保险代理处获得快速、个

护理[14]。

性化的回应和无偏见的一对一建
议[12]。

在十月份，Quartet 宣布与
Premera Blue Cross 合作，是太平
洋西北地区最大的健康计划。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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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普雷斯顿（Dan Preston）的说

资金，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法，这笔资金是“主要股权”，将

该公司利用其 A 系列资金扩

被用于收购保险公司马赛克保险

大营销工作，瞄准新渠道，将用

承保其政策。 资金也将用于建立

户数量增加了数十万 [26]。该团

平台并扩大到更多的州[20]。这

队将利用新一轮 B 系列资金来扩

笔资金对于自 2011 年以来一直

大公司的产品线，并加快在美国

存在的公司来说是一个令人惊讶

保险市场的增长。

和巨大的推动力，但似乎到目前
为止只筹集到 1400 万美元[21]。
直接资助后，Metromile 已经
获得了在美国所有 50 个州的经

Bunker (USA)

营许可证，尽管目前只有四家的

Bunker 是一个与合同相关的保险

保险政策：新泽西州，俄勒冈州，

市场平台，最初帮助企业更好地

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 凭

了解如何将独立承包商，供应商

借这笔资金，该承销将扩大到加

和合作伙伴的保险要求与实际的

州，伊利诺伊州和华盛顿等地

财务风险挂钩，使其更容易满足

[22]。

这些要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它与

在夏天发布其第一款产品之

The Annex 是一个新的合作伙伴

前，它宣布了 200 万美元种子资

关系，该公司是一个专注于市场

金。 该轮由

文化传播的广告公司，他们利用
城市千禧年的心态，创建了一个
运动，教育这些司机，每一英里
适合他们的正确生活方式 [23]。

如前所述， Munich Re 的数
字合作伙伴正在与 Slice 合作，为
Slice 的全球按需保险产品提供支
持[25]。
Comcast Ventures 和 Route 66

Slice (USA)

Ventures 共同牵头。 保险公司

Slice 是一种按需保险平台，

Hiscox

和

American

Family

允许参与者在需要时购买保险。

PolicyGenius (USA)

在平台上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是

PolicyGenius 是一家数字保

Bunker 的 一 个 重 点 领 域 是

Uber 和 Lyft 驱动程序的专有付费

险经纪人，专注于生活，长期残

1099 或“gig”经济。 随着越来

保险，涵盖司机从开始使用

疾，健康，租赁，宠物保险以及

越多的企业利用特遣队人员模型，

rideshare 应用程序直到它们关闭。

25%的保险公司的报价。该公司由

管理相关风险的需求正在增长。

今年，Slice 吸引新的资本是相当

前麦肯锡咨询公司成立，在 2014

Fieldglass 最近与 Ardent Partners

成功的。 起初它宣布它已经获得

年与保险业合作。根据首席执行

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今

了 由 Horizons Ventures 和 XL

官詹妮弗·菲茨杰拉德（Jennifer

总劳动力中有近 35％由非员工

Innovate 领导的 390 万美元种子

Fitzgerald）的说法，PolicyGenius

人员组成。 它进一步发现，95％

资金 [24]。其次，Slice 在 10 月

已经在 2016 年达到了 1M +用户。

的企业现在认为这个新的劳动力

已经宣布了与 Munich Re 的企业

在年初，PolicyGenius 结束了

风险投资部门的 Munich R / HSB

由 Revolution Ventures 牵头的

Ventures 的合作关系，其将专注

1500 万美元的 B 系列融金。 自

于将 Slice 在美国推出的产品进

推出以来，PolicyGenius 已经筹集

一步进行发展。

了超过 21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Ventures 也参加了这一轮[27]。

是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 [28]。

FriendSuranc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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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urance 是 一 家 位 于

传和印刷品，来自 SevenVentures

柏林的 P2P 保险独立经纪人，专

（ProSiebenSat.1 的风险投资部

注于家庭内容，私人责任，法律

门），Axel Springer 和媒体投资者

费用。 具有相同保险类型的政策

GMPVC。 股权融资与股权融资

所有者形成小团体。 其保费的一

之间的分配约为 75％至 25％[33]。

部分支付到一个现金返还池。 如
果没有提出索赔，集团的成员将
在年底取回部分资金。 在索赔的

FinanceFox 已经有两笔融资，首

情况下，每个人的现金回扣都会

先 是 在 1 月 份 ， 由 Salesforce

下降。 小额索赔是用资金池中的

Ventures 领导的 550 万美元的融

钱结算的。

资 ， 由 AngelList ， Idinvest ，

今年 3 月初，该公司已经结

Seedcamp 和 Speedinvest 参与。

束了最新一轮的融资，从各种投

新资本用于扩大在瑞士和德国的

资者拿到了 1530 万美元，是 P2P

营销和销售活动，并进入新市场

保险业务的第二大投资。 融资一

[31]。

轮 由 位 于 2014 年 已 投 资

其 次 ， 9 月 份 ， 由 Target

FriendSurance 的香港水晶创业

Global 和 Horizons Ventures 牵

投资公司领衔，由亚洲和美国的

头，该公司已经筹集了 2800 万美

战略投资天使完成[29]。

元，这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一

最近，它已经扩展到澳大利

轮融资。 这笔资金将有助于进一

亚，提供它的 P2P 产品和现金回

步扩大产品、营销工作以及进入

Trov (UK)

赠 奖 金 。 它 与 澳 大 利 亚

新市场。比如：2016 年 Austria 第

Trov 是英国的按需保险提供

FriendSurance 签订了许可协议;

四季度报表[32]。

商，其重点业务是电子，运动器

Ellerston Capital 的风险投资机构

材，乐器等细分行业。Trov 不是

以及 Ellerston Ventures 作为主要

保险公司，而是指定的代表。 他

的财务支持者。 保险和金融行业

们引入用户，并为当地合作伙伴

专家表示，柏林的破产者期待澳
大利亚客户能够通过德国客户享
受到平均 33％的报酬[30]。

Clark (Germany)

提供资产负债表风险和重监管措

Clark 是另一个柏林保险技

施的经纪人。 由于由合伙人资产

术公司，是保险产品的数字聚合

负债表处理的索赔，Trov 本身不

者。 它使用算法分析客户的保险

承担资产负债表风险。

情况，并自动提出优化机会。 自

起初，它已经从 Oak HC / FT

从年初以来，Clark 声称其管理保

拿到了 2550 万美元的 C 系列投

FinanceFox (Germany)

险费的数量已经增加了五倍，达

资 [34] ， 澳 大 利 亚 保 险 公 司

FinanceFox 是一家在线保险

到 3000 万欧元。 今年，由股权

Suncorp Group，保险技术提供商

经纪人，总部位于柏林，苏黎世

和媒体股权融资组成的 A 系列资

Guidewire 和 Anthemis Group 也

和巴塞罗那，经营着 200 家保险

金中，已经融资了 1320 万欧元。

加入了 C 系列。该服务于五月份

公司的平台。 它让客户将所有的

在澳大利亚与新投资者 Suncorp

保险单存储在一个应用程序中，

FinLeap 再次投资了“几百万

通过它们可以提交和管理保险索

欧元”，另外的投资者包括 yabeo

合作 [35]。
第二，澳大利亚在英国与

赔。 用户指定财务福克斯为其个

Capital ， Kulczyk Investments ，

AXA 合作推出了针对 millennials

人经纪人，以便公司可以代表用

HitFox，TA Ventures，Tenderloin

的按需移动服务。 AXA 与 Trov

户处理任何保险事宜。 今年以来，

Ventures 以及各种不知名字的投

合作，目的是为了提供承保。

资天使。 媒体投资主要来自电视

Trov 在 英 国 推 出 iPhone 和

广告形式，但也包括一些在线宣

Android。 客户将能够为消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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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如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此外，FitSense 被评为首届全球

以及相机设备提供保险 [36]。

FinTech Hackcelerator 的三大获
奖者之一。

Alan (France)
Alan 是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
健康保险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最后，任命前 Salesforce 首

由 Target Global 牵头的新资

提供针对小公司和初创公司的

金应用于公司在线实践管理软件

席执行官 Neil Sands 为全球合作

B2B 平台。 今年刚刚推出以来，

解决方案，以便进一步进行国际

伙伴负责人，负责扩大 Trov 非保

它 已 经 从 CNP 保 险 ， Power

扩 张 和 发 展 。 ENERN 投 资 和

险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创建与销

Financial，Partech Ventures 和商

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参

售点（POS）的互动，并开发其他

业 天 使 筹 集 了 1300 万 美 元 。

与其中，使 DocPlanner 的总额达

类型的零售和品牌合作伙伴关系

Alan 不仅仅是一个花哨的前端平

到 3400 万美元。

[37]。

台，也是 Axa 或 Allianz 的经纪人，

DocPlanner 在合并之前表示，

管理一切。 与监管机构合作，成

每个月吸引了 800 万独立用户，

为一家官方健康保险公司。

其中 90％来自欧洲。 虽然欧洲
是其最强的市场，但该公司表示
去年在全球 25 个国家也有很多
业务，其中一些在亚洲和南美。
同时， Doctoralia 每个月拥有超
过 900 万的独特用户，交易量主
要来自西班牙，巴西和墨西哥。
它同时也在 20 个国家活跃[41]。

Alan 计划在医生和价格附近

CoverFox (India)

FitSense (UK)

添加一张地图，以确保您被完全

Coverfox 是另一家在线保险

FitSense 是一个以伦敦为基

覆盖。它也可以是与 Doctolib 等

比较者和提供商，在印度的平台

础的平台，可以让保险公司整合

其他服务集成的好机会，以便您

上拥有 25 家保险公司和 100 多

来自移动和可穿戴设备的数据，

可以从 Alan 的仪表板预约。 为

种产品。 公司在健康，汽车，旅

以收集可行的见解，并提供更个

什么不与 Payfit 合作，以便更轻

游和家庭等领域提供保险比较计

性化的保险。 具有业务的两方面：

松地注册这两项服务 [39]。

划，购买服务和保险顾问援助，

数据聚合平台和评估客户风险评

到 2016 年 底 ， 每 个 月 都 处 理

估的平台。 今年，FitSense 被选

30,000-35,000 个政保单 [42]。

中参加 Startupbootcamp 的 2016

2016 年 Coverfox 成功建立

Insurtech 加速器计划，现在正在

DocPlanner (Poland)

了几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促

寻求资金，以关闭一个 30 万英镑

DocPlanner 是一个用于医疗

进其服务和扩展产品。 2016 年

的种子融资。 通过这项投资，该

预约的在线预订平台，已经筹集

4 月，Coverfox.com 与公共部门

公司旨在 2 年以内成为用户数

了 2000 万美元的 C 系列资金，

公司东方保险公司合作，方便承

100 万的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可

同时宣布与其竞争对手 Spain’s

担公共部门的四轮和二轮摩托车

穿戴和移动分析服务提供商[38]。

Doctoralia 合并[40]。

的综合电机保险产品。 通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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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Coverfox.com 成为第

际私募股权基金，
“财富”500 强

一个提供公共部门承诺（PSU）的

榜单上的中国国有企业，金融公

公司 [43]。

司和互联网公司[46]。

此外，它作为驾驶应用程序

平安好医生(China)

2016 年 5 月平安好医生的价

驱动程序的经纪人与 Uber India

平安好医生是中国最成功的

值为 30 亿美元，创下了两项记录：

合作。 Coverfox 为 Uber 在保险

保险科技之一，提供医疗保健和

一项记录是世界各地在线医疗保

采购方面提供帮助，并为 Uber 的

医疗服务应用，提供预防性托儿

健机构通过单轮募捐的最大数额，

司机合作伙伴提供汽车保险解决

服务的文字，照片，语音和视频

另一项是估计最高一轮融资后的

方案，作为后者的奖励计划

咨询，医生访问指导，诊断后诊

价值。 平安好医生是中国医疗行

“Uber-CLUB”的一部分。 Uber

断服务，慢性病管理，药物治疗

业最大的独角兽。 [47]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可以通过这种

警报等。

合作关系获得保险费的重大折扣
（高达 30％） [44]。
慧择保险（中国）
Huize 是旅游、人寿、财产、
健康和伤亡保险供应商的中国聚
合商，提供了连接六十多家保险
公司内部系统的平台，让消费者
根据不同购买风险偏好在 700 多
种保险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并在
付款后获得电子保险。
今年 3 月份，Huize.com 还
提供在线和离线医疗服务
最 后 ， 截 至 2016 年 底 ，

完成了北京万荣时代资本和深圳

（包括约会预约，慢性病管理），

CDF 资本的 B 系列资金 2 亿元

已 经 推 出 了

商场健康和医疗保险协助（包括

（3079 万美元）。 Hina 集团根据

#GiftOfInsurance 运动，旨在提高

支付和成本控制）。 截至目前为

其网站上的声明，担任交易的独

对我们值得信赖的同伴生活中保

止，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 7700 万，

家财务顾问。 Huize 首席执行官

险意义的认识 - 家庭帮助、司机、

日常咨询量达 25 万户。

马存军表示，融资将用于优化现

Coverfox.com

保安员、清洁工、厨师，通过鼓

6 月份，平安从中外资金中

励他们[45]缺乏通常意识人们以

获得了 5 亿美元的 A 系列资金。

及适当的教育来为购买自己保险

这一轮融资是由国际和中国投资

的人们的生活做出重大的改变。

者组成的，其中包括几家知名国

有业务，增强研究能力，加快市
场推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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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16 年是银行业

大利亚人似乎比较确定他们。

出的 GSbank，由新加坡 DBS 推

中断并变得有形的一年。 来自美

一般来说，银行往往会对自

出的 Digibank（现在在印度，很

国，欧洲，亚洲甚至非洲的银行

己和他们的创新信心满满，但后

快在印度尼西亚），由 JP Morgan

的积极举措已经被采取，当然这

面却很难找到关于这些项目结果

推出的 ACCESS OnlineSM（印度

并没有显示出明年的停滞迹象，

的任何信息。 例如，考虑到高盛

尼西亚）。Morgan 还通过使用使

新的和现有的技术允许机构最终

数字银行 4 月份推出的数字银行

用它的移动应用程序查过了美国

提供更独特的银行体验。

和今年秋季推出的在线借贷平台。

银行和富国银行，并从 Moven 聘

美国银行已经顺利通过拒绝

另一个例子是 Unicredit 200 亿美

请 Alex Sion 为移动应用商业首

和忽视 fintech 的阶段，并越来越

元风险投资基金，自启动以来一

席执行官。 然而，还有大量的技

积极地投资为第三方开发商构建

直保持沉默。

术领域仍得到未解决。 Fintech

开放的 API 和平台的创业公司。

银行的利益领域仍然有限。

创业公司的开放 API 和银行即服

欧洲的同行也正在密切关注，但

大多数项目和交易来自投资（网

务平台的概念隐藏着特别强大的

仍处于调查和战略形成阶段。他

上交易，robo 咨询，财富管理，

潜力。

们 正 在 与

和

PFM，PFP），在线贷款和区块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

hackathon（“创新实验室太多，创

移动汇款，钱包和银行应用程序

了 7 家银行与金融技术创业公司

新太少”）进行合作。 亚洲银行

不那么突出。 然而，大型传统银

合作的策略。

现在只是宣布其雄心勃勃的计划，

行推出数字银行的有趣趋势是：

而不是实施它们。 即使非洲和澳

美由 Goldman Sachs 在美国推

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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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工具和内容的支持下实

一 步 的 增 长 机 会 [4] 。 Access

现目标。

Systems（UK）Ltd 作为 AccessPa

第三，Barclays 在全国各地的
Barclays Bank (UK)

分支机构推出了非接触式自动取

今年 Barclays 说明了其与金

款机，客户可以通过在终端上点

融技术创业公司合作并扩大服务

击手机或借记卡来提取高达 100

的专业方法。 Barclays 有很多结

英镑[2]。这项服务最初在北方试

果，2016 年 Barclays 的进展可分

点，在新年前推出了 180 多个

y

为 3 个部分：新服务，风险投资

Barclays 分行。 这也意味着客户

在财务业务的交易系统，为银行

以及新的创新手段。

将得到更好的保护，避免分散的

以及所有主要的英国和国际支付

Barclays 是由 Gov.UK 认证的

欺诈行为 （在那里，小偷会看到

网络（如 BACS，SWIFT，SEPA，

九家公司之一。在新服务方面，

人们输入 PIN 码，然后在窃取卡

更快的付款和直接付款）之间提

Barclays 今年推出了 3 款产品，

片时分散注意力）。

供了云连接层。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首先，是身

在今年的冒险活动方面，

在创新活动方面，Barclays 今

份服务业务，为消费者提供访问

Barclays 开始与 Circle 合作，该公

年推出了 3 个金融科技中心，并

政府服务的在线凭据。可提供验

司可以在最新一轮 5000 万美元

开展了一次 hackathon。事实上，

证和管理公共 ID，例如查看驾驶

建立的的流量

Barclays 银行并没有从头开始，而

执照，完成在线自我评估退税或

消息平台上与其他媒体实现英镑，

是将其兴起的网络物理融合技术

申请农村付款。 [1]

美元和比特币汇款[3]。 此外，

中心扩展到印度孟买市[5]，为改

第二，它推出了一个新的在

Barclays 银行提供了 100 万英镑

变本地企业家的金融服务未来提

线直接投资服务，旨在帮助客户

的贷款，以帮助 Manchester 金融

供便利， Vilius, Lithuania 具有相

创建一个个性化的财务计划，并

科技公司的 AccessPay 探索有进

同的目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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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 在 2016 年 夏 天 ，
Barclays 银行推出了“金融之翼”，
这是一个在线个人金融中心，旨

一家供应链金融公司，已经在 D

动设备支付费用。当用户到达计

系列中获得了 7500 万美元[12]。

数器时，茶点已准备就绪，无需

最后，汇丰银行通过与香港

排队。[17]

在让人们掌握知识和信心来控制

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Astri）

自己的资金，并建立所需的技能，

合作，建立了技术研发实验室，

以加强他们管理财务的能力[7]。

进入学术研究和提升技术能力研

Barclays 莱银行进行的研究显示，

究领域[13]。 预计实验室将广泛

只有 44％的客户对财务问题有

的探索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所了解，多达 20％的公开承认发

生物识别技术，网络安全，大数

基础上推出了一些新功能，扩大

现对于这个话题很混乱。

据和嵌段链等方面的创新机会。

了服务，并宣布建立自己的

Bank of America (USA)
美国银行今年在现有产品的

robo-advisor 平台[18]。美国银行
开始跟随“Capital One Financial”
的脚步，在 6 月份推出了一个
Lloyds (UK)

robo 顾 问 ， BBVA Compass

尽管在银行行业较艰难的一

Bancshares 和 U.S. Bancorp 公司

汇丰银行又一家全面融入金

年，Lloyds 仍然与其同行保持同

都 与 Robo 的 提 供 商 Future

融技术领域的银行。我们看到汇

步，成为一名积极的技术人员。

Advisor 进行了合作。在线经纪商

丰银行推出了一些新产品/功能，

该银行与多家创业公司合作，推

Fidelity Investments ， Charles

开设了创新实验室，并对 Fintech

出了一些新产品，并为现有产品

Schwab 和 E-Trade 近期也推出

公司做出了一些稳固的投资。

增添了特色。

了 robo 顾问。 他们在某些方面

HSBC (UK)（汇丰银行）

从其推出的功能开始，7 月

Lloyds 与 StartupBootcamp

正 在 追 赶 由 Wealthfront 和

份，它推出了一项新工具，使财

（由 Lloyds 等其他银行支持）的

Betterment 在 2008 年设定的趋

务人员能够自动化的分配和投资

两位校友校友进行了合作。它将

势。

超额现金[8] - 流动性投资解决

测试 MoBILLity 的基础聊天的服

它宣布了一项名为“Merrill

方案（LIS）。这将使企业和机构客

务，通过客户试用为经常性账单

Edge Guided”的在线服务和应用

户能够通过一系列投资选择来投

支付节省资金，并运行 Enterprise

程序计划，与其他 robo 顾问一样，

资和赎回其超额现金，包括资产

Bot 的白标 AI 人力虚拟助理，声

将向客户询问他们的年龄、收入、

管理人员的选择。

称可以将呼叫中心成本降低

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目标和时

在手机银行方面，在英国，

85％，客户等待时间下降 90％

间范围。 然后将推荐一系列针对

汇丰银行准备推出语音和指纹识

[14] 。 该 银 行 还 推 出 了 基 于 与

答案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它将被

别。 来自 YouGov 的研究（新的

Innovate

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投资方式。

在线消费者消费研究）显示：三

Startupbootcamp 合作的金融技

美国银行的另一个项目是在

分之一（37％）的消费者同意传

术创业指导计划 [15]。Lloyds 还

一个计划中增加一个有真正差异

统密码已成为过时的安全措施，

积极开展了其专有开发。 今年，

化的产品，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个

支持汇丰生物识别技术的推出和

它已经为其移动银行应用添加了

门户，以便通过多种付款方式来

第一次直接投放。 [9]

触摸 ID 身份验证功能，这在欧洲

满足分散的消费者和员工群体。

是最好的 [16]。

为此，BoA 已经与数字支付公司

除了内部产品开发之外，我

Finance

和

们还看到汇丰投资了三家公司：

Lloyds 也因其内部支付的发

ModoPayments 建立了战略合作

Xenomorph，Tradeshift 和 Kyriba

明而闻名。 例如，银行正在考虑

伙伴关系，这将使得银行可以访

Corp。Kyriba 是一个云资源解决

采用先进的移动订单技术，并在

问 Modo 的 数 字 支 付 中 心 。

方案的公司，已经在 D 系列中筹

英国创业公司 WoraPay 进行试用，

Dallas-based 公司的支付中心，

集 了

2300 万 美 元 [10] ，

实现其内部餐饮点支付。该项目

称为 COIN，旨在为任何两个来源

Xenomorph 是一家提供数据管

允许工作人员购买食物和饮料，

提供数字付款，无需任何一方修

理技术的银行 [11]，Tradeshift 是

并使用现有的支付卡提前使用移

改其支付系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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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

士网上银行。该计划是允许客户

ANZ 银行，今年的 JP 也跟随了招

是美国银行推出了 Erica，一个可

以 1 美元的价格存入高盛。然而，

聘数字专业人士领导其业务部门

以回答查询问题的 AI chatbot，可

自那以后，高盛对此项目一直保

的趋势。以 JP 的情况为例，他们

以帮助银行的百万移动用户做出

持沉默。银行业务的另一个领域

聘请了 Moven 联合创始人 Alex

更明智的支出和节省决策[20] 。

是在线贷款。在秋季，高盛推出

Sion 担任领导其移动应用的银行

预计明年该银行将向使用移动应

了名为 Markus 的消费贷款平台

负责人，Fintech Converge 是移

用的 2100 万用户推出 Erica，为

[27]。该技术由 Infosys 提供。[28]

动手机新手 Moven 的联合创始

用户提供一个能够全天候接听查

虽然一些行业专家持怀疑看法

人。这一举措就是银行如何寻求

询个人理财教练，帮助用户提高

[29]，但是 Fitch 评级机构已经认

fintech 企业家带来创新的一个例

其财务管理技能。

同。[30]

子，它说明了银行对移动渠道的

谈到区块链，今年高盛越来

重视。[35]

越积极地提交技术专利[31]，它

JP 今年还使用了风险工具，

从 R3 联盟离开令业界感到惊讶

推出 FinTech 创业计划[36]，旨在

Goldman Sachs

[32]。然而，高盛银行不会放慢其

让金融技术创业公司与其自身结

Goldman Sachs 今年主要通

在技术研发上的工作。

合起来，以便他们能够集思广益，

过收购和投资活跃地融入

作为这样一个富有成效的一

Fintech。 它还宣布计划推出一些

年的高潮，证明了金融服务业正

新产品。

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技术作用，

帮助改变行业，帮助银行开展更
快更安全工作。
在推出新产品方面，2016 年

2016 年 ， 高 盛 收 购 了

12 月高盛银行宣布首席信息官 R.

JP

Morgan

通

过

J.P.

“Honest Dollar”，一项 401k 的

Martin Chavez 将成为该银行的

MorganACCESS®OnlineSM （ 虚

退休计划服务，希望为那些想要

新任财务总监。 [33]

拟分行）发起了印度尼西亚虚拟

获得传统上保留给全职员工的退

银行。它是一个完全集成的平台，

休福利的承包商提供保留工具和

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套件，可以

填补空缺。 [21]

从桌面和移动设备安全访问。印
JP Morgan (USA)

度使用该服务的客户数量一直在

JP Morgan 今年在全球银行

迅速增长，银行也期待着印度尼

业迈上了坚实的里程

西亚对其产生强烈的兴趣。[37]

Wells Fargo (USA)
Wells Fargo 今年加入了银行
此外，GS 已经投资了一批创

与创业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并

业公司，其中包括给 Momo（越

碑，成为拥有月移动应用程序用

成为传统财富管理公司参与合作

南的 ewallet 和付款 app）投资

户最多的银行，拥有近 2500 万个

最新例子——与旧金山的财富管

2800 万美元[22]，给 Axoni（资本

活跃的移动客户，其次是美国银

理技术创始人 SigFig [38]就数字

市场流程的块式软件公司建筑软

行拥有 2000 万客户，Wells Fargo

咨 询 服 务 进 行 了 合 作 。 Wells

件 ） 投 资 18 美 元 [23] ， 给

有 1800 万客户。对于这些银行来

Fargo 继续投资技术，满足客户和

Fundation Group LLC（在线商业

说，手机银行的广泛采用不会很

顾问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为

贷款人）投资 100 亿美元[24]，仅

快成为过去。这种趋势的重要性

SigFig 计划向下一代投资者提供

举几例。

不能夸大，因为它表明银行不会

财务咨询。与 SigFig 的合作伙伴

在即将到来的新兴融资公司中流

关 系 使 Wells Fargo 与 Merrill

离失所。[34]

Lynch 和 UBS Group AG 进行了

该银行已经宣布推出一个
GS 银行[25] - 由以前收购的 GE
Capital Bank [26]开发的非富裕人

还有很多其他银行，包括

合作。UBS 在五月份表示，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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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igFig 合作，而美国银行则表

专注于开发想法，以改善银行的

示将于明年在其在线经纪 Merrill

客户体验。[42]

Edge 上推出一名 robo 顾问。[39]

10 月份，Propel 在 Hixme 进
行了第二次投资。 在“B”系列
投资项目中投入了 1,410 万美元
（1300 万欧元），其中 Hixme 的
资金总额达 2660 万美元（约合

BNY Mellon (USA)
结合 11 月初举办的新加坡

BBVA (Spain)

2500 万欧元）。Hixme 的核心产

今年，BBVA 与风险投资机构

品是工作场所市场，它使用技术

发挥了最大的动力。 从一开始，

为个人员工推荐定制的医疗保健

Fintech 节，BNY Mellon 已经在全

我们看到一个关闭其内部创业机

计划，让他们可以在搬到新的工

球网络中推出了第八个创新中心，

构 BBVA Ventures 并将其全部投

作时继续工作。Hixme 将利用额

现在加入了全球七个地点的既定

入名为 Propel Venture Partners

外的资金来扩大其在美国的雇主

网络，包括 2014 年成立的第一个

的新 VC，总部设在旧金山和伦敦。

范 围 ， 并 推 广 其 “ Workplace

中心浦那， 硅谷，泽西城，金奈，

BBVA 将是 Propel 的有限合伙人，

Bundle”。捆绑是一套旨在帮助任

伦敦，匹兹堡和纽约中部。旨在

Propel 是一家 fintech 风投，将专

何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服务。[45]

促进 Fintech 与亚洲客户的合作，

注于付款，信贷，保险，财富管

创建数据驱动的市场解决方案。

理，电子商务，安全性和合规性。

[40]
拥有超过 30.5 万亿美元的监

Deutsche Bank (Germany)

管资产和 1.7 万亿美元的管理资

Deutsche 银 行 已 经 展 示 了

产，BNY Mellon 可以获得丰富的

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创建谐波协同

数据，并且在数字生态系统

效应，同时考虑到其与 fintechs 的

NEXEN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生态

整合格式。从 2016 年开始，它已

系统将来自 BNY Mellon 的解决

经 支 持 了 两 个 accelerators ：

方案整合到全球客户第三方的单

后来，它进入收购阶段，进

StartupBootcamp Fintech New

一平台上。通过 NEXEN 及其创新

行了另一次并购，收购了一家在

York [46]和 Axel Springer Plug-

全球中心网络，BNY Mellon 已经

线的企业银行——Holvi。 尽管

Play [47]，并开设了两个创新实验

与全球 300 多家全球 fintech 创

交易条款尚未公示，但估计约为

室：一个在硅谷为“评估硅谷新

业公司进行了谈判。

1 亿美元。Holvi 是创业公司之一，

兴技术"[48] 另外一个在都柏林，

已经为企业建立了一系列服务，

计划增加 125 个技术和操作角色

以便在线运营自己的金融业务和

[49]。

自己的银行业务。其产品包括在

•通过 StartupBootcamp，它

First National Bank (USA)

线销售平台，发票平台和现金流

已经形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第一国民银行，内布拉斯加

追踪器。[44]

旨在向其参与者提供其他风险投

州第一民族事务部，美国最大的

在夏季，我们看到了 Propel

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建议。

私人银行公司，在 2013 年成为第

Venture 合作伙伴首次投资于退

Startupbootcamp FinTech 将 为

一家在所有阿米兰银行家之间举

休行业 Guideline Technologies。

纽约办事处的新兴公司提供三个

办一场 hackathon 的银行，并在

Guideline 已经完成了 700 万美元

月的密集型计划。

2016 年再次举办了备受赞誉的

的 A 轮 融 资 。 Propel Venture

•Plug & Play，它已经从银行

“CodeOne Hackathon”。[41]

Partners 率先投资，由现有投资

和保险等行业中选出，开发和融

银行资助的 hackathon 在 11

者 参 与 ， 包 括 NEA 和 Lerer

资新兴技术公司进行合作。作为

月中旬已经开始了。由四十三个

Hippeau Ventures。Guideline 是

金融机构，Deutsche 银行将成为

程序员，设计师和想法大师组成

第一个也是唯一 100％自动管理

Axel Springer Plug & Play 的合作

的团队在 48 小时内接管了 First

的 401（k）产品，不收取或者从

伙伴

National Tower Wintergarden，将

资产投资费中受益。

•在硅谷实验室，希望能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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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评估硅谷的新兴技术，并将

“更复杂”的嵌套应用程序。[53]

Berhad 和中国国有企业广东科

其应用于增强其产品，服务和内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ABN 成

技金融集团（GTFG）的三年期网

部流程。进一步加强银行创新能

为第一家主要的荷兰银行，使客

络市场 WeLab 中参与了一项 1.6

力，深化与初创企业的关系。

户能够在单一应用程序中进行付

亿加元（10 亿元人民币）的筹资。

•在 Dublin 实验室，它计划

款，保存和投资[54]。另一个新功

对于 ING 来说，投资与创业的步

在 Dublin 创建另外 125 个技术和

能允许客户冻结其借记卡，并通

伐一致，通过与专门的内部团队

运营部门，支持其全球市场和企

过应用程序请求替换卡。过去，

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和创业公司合

业与投资银行部门。 并成为世行

这只能通过电话或网路银行进行。

作来增加创新的步伐。

采用数据科学，可视化，分析和

尽管许多银行已经经营自己的移

8 月下旬，ING 已经从 98 个

技术专家的全球卓越中心。

动银行，像 JP 拥有 2500 万活跃

应用领域中选出了 4 家外部创业

月度用户，美国银行有 2000 万，

公司，其中有 2 个内部团队从其

注的消息是：Deutsche 银行的前

Wells fargo 有 1800 万活跃的月

全球 accelerator 计划的创新引导

联合首席执行长加入了 SoFi，这

度用户，这仍然是 Netherlands 的

中选出来的。此外，ING 加入了

个银行业务突然变成了银行，这

一大步。

一系列银行，他们与 Barclays 银

另外还有一些引起了我们关

对于银行是显而易见的，而且 DB

行和美国银行一起推出了自己的

推出了一个新的银行应用程序

个人理财顾问，通过推出一款名

[50]。

为“我的”的新移动应用程序，
Unicredit (Italy)

向西班牙和荷兰的客户提供“口

Unicredit 今 年 刚 刚 进 入

袋财务顾问” 教练[57]。

fintech 投资，并承诺投资约 2 亿
ABN Amro (Netherlands)

欧元投资全球 fintech 公司[55]。

今年，ABN Amro 在 Fintech

该银行位于伦敦，与英国和纽约

领域也非常引人注目，推出了新

市 的 风 险 投 资 咨 询 公 司

的数字产品，在嵌入式领域迈出

Anthemis Group 签订了合作关系，

了 重 要 一 步 ， 并 支 持 了

该公司专注于 fintech。据银行透

最后，该银行已经参与并启

StartupBootcamp accelerator（更

露，Unicredit 旨在投资 Fintech 公

动了 StartupBootcamp，这是一

多在后面）。在我们看来，最引人

司，将威胁转化为机遇，丰富业

个 纯 粹 由 大 银 行 支 持 的

注目的是 Tikkie 应用程序的推出，

务主张，加快集团数字化演进计

accelerator。Startupbootcamp 是

它使用消息传递服务 WhatsApp

划。UniCredit 旨在通过两种专用

Rabobank，ING，ABN Amro，SNS

作为付款请求渠道，并使用户能

方法进行投资，如下：使用 1.75

银行，普华永道，NN Group，

够从他们的 WhatsApp 联系人中

亿欧元的股权基金用于成立的创

Delta Lloyd 以及 Athlon 在阿姆

选择一个人，将一个付款请求与

业公司和后续投资，以及使用

斯特丹支持的综合 fintech 和网

一个点击链接一起发送到 Dutch

2500 万美元的基金投资初期初

络安全 accelerator。 对于阿姆斯

在线支付服务 iDeal。通过 iDeal

创公司，该银行将担任主要投资

特 丹 的 展 示 来 说 ，

转账的资金将自动记入客户的经

者。2015 年 12 月，数字金融服

Startupbootcamp 更加专注于区

常账户[51]。

务投资咨询公司 Anthemis Group

块链，P2P 支付，合规性/ KYC 等

正在筹集 1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

领域的公司，以及网络安全相关

金，以支持 fintech 初创公司。

领域，包括欺诈检测，云安全和

在 2016 年，Holland FinTech
和 Linux Foundation 运行了首例
Hyperledger hackathon，邀请编

加密[58]。应邀邀请的准申请人

程人员开发能够在分布式分类帐

在 2016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在阿

上运行的新金融应用程序[52]。

姆斯特丹，伦敦，柏林，巴黎，特

由于 ABI 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封锁，

ING Group (Netherlands)

拉维夫，莫斯科和马德里等世界

ABN 与荷兰 TU Delft 大学合作，

ING 今年开始在马来西亚政

各 地 的 城 市 举 行 一 系 列

开发出可以处理大量数据的所谓

府 [56] 基 金 Khazanah Nasional

“FastTrack”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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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lier BNP Paribas accelerator，
并已选出八家 Fintech 创业公司
参与四个月的计划[61]。此外，它
BNP Paribas (France)

在曼哈顿总部 30 楼开设了一个

Nordea Bank (Sweden)

创业和金融创新的社会主义

5000 平方英尺的创新区[62]。 最

在 Finalnd 和北欧国家金融

和相当官僚主义的环境是事实，

后，投资了 PayCar，这是一家

市场转型的时刻，Nordea 与中央

也有组织试图突破这一设置。

Fintech 创业公司，用于购买从

证券托管机构 Euroclear Finland

2016 年法国巴黎银行试图再次

accelerator 出现的二手车[63]。

合作，芬兰软件公司 Futurice 推

确认其对分销账户运动的承诺，

出了一个基于股权的在线大众平

并在区块链发展中取得了一些相

台，与投资者寻求融资的企业家

当强大的里程碑。在这个领域，

相匹配[64]。在芬兰，人力资源的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情况。

普及正在成为一种替代的融资来

第一，法国巴黎银行与德勤

Societe Generale (France)

源，2015 年增加了 8,500 万欧元，

和爱尔兰银行已经演示了如何金

今年的 SocGen 颇具创意和

比上年增加了 3 千万欧元。

融机构可以与他们现有的系统

积极性。 首先，它开启了象征着

[59]的技术相结合的联合按说概

数字化转型的新技术枢纽。

并 在 新 兴 技 术 领 域 开 展

念试验，以提供一个新的客户端

Dunes 是 Val-de-Fontenay 一个

accelerator 计划，如认知计算，

体验和监管降低成本。将来自全

新建的 126,000 平方米的建筑群，

银行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金

国各地的爱尔兰银行的全球市场

其中 5000 名科兴工作的技术人

融使用。所以现在，Nordea 正在

多系统和相关功能试验数据相结

员将在此工作，是集团数字化转

寻找一个新的创业团队来加入

合，形成一个不可变的，分布式

型的核心。其数字重点将在部署

Stockholm 的第二轮计划。[65]

的，可搜索的在整个经济周期的

的工具和服务以及采用的开放和

信息库。为客户，关系经理和监

协作的工作方法中看到。

此外，它决定对其进行整理，

Nordea 在今年的另一个有
趣的结果中，承诺在未来四到五

管者开发了基于浏览器的观点，

年内将 IT 支出提高 30-35％，将

以提供更强的贸易地位观点，并

所有账户转移到新的核心平台，

进行近乎实时的审计。

整合现有的数据仓库[66]并实施

第二，BNP 与其公司客户（包

能够处理国内，国际和 Sepa 付款

括 Solvay，Sucafina，Pacorini 集

统一支付中心。换句话说，它已

团和 DFDS 集团）已经签署了“共

经设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组，变得

同开发模式”，在开展协作后，在

更加灵活，并监督转型。

今 年 早 些 时 候 的 “ Blockchain
Bizhackathon”过程中开展了一
系列块交易银行应用程序。

第二，法兴兴业集团收购了
TagPay 的股权，TagPay 是法国

第三，BNP 开始扩大其区块

FinTech 专业从事移动数字银行

Idea Bank (Poland)

状平台，用于大众平台使用。 该

业务的公司。TagPay 目前正在该

Idea 银行是波兰最具创新力

银行开始与可再生能源专家

集团的非洲子公司中推出：由

的银行，支持波兰充满活力的创

Lendosphere，Enerfip 和 Lumo 合

Manko 在塞内加尔实施的移动恢

业文化，开始将分支机构转变为

作开展分布式分类帐项目，该项

复解决方案，Ivory Coast 的商业

中小企业的办公空间。随着分支

目将通过该平台登记所有微型债

支付在 Shell 服务站进行测试。

在移动时代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紧

券，并记录所有相关交易和所有

TagPay 是一款基于手机的银行

要，2016 年，银行开始更新一些

权变更。

系统，从基本功能手机到智能手

方面，为公司免费提供共同工作

机。

空间，会议室，Wi-Fi，办公设施

除了 BNP 提到了区块链之外，
还有其他公司也涉及到了此方面。
例如，BNP 于 2016 年初开设了

和饮料。[67]
该计划实施以后，根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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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位客户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

Facebook Inc.和微软公司，都认

于 OCBC 的 Pay Anyone P2P 移

只有五分之一的访客与通常的银

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成为客户服

动应用程序的 Siri 和 iMessage 服

行分行相同的使用 Idea Hubs。其

务的未来。Kasisto 专注于金融服

务 可 用 于 运 行 iOS10 软 件 的

余 81％认为他们是工作场所，举

务，而行政长官佐尔·戈雷洛夫

iPhone 设备的客户。为了使用 Siri

办商务会议，参加讲习班和培训

（Zor Gorelov）表示，该公司已

汇款，用户只需要指示虚拟代理

课程，或参与网络活动。

经看到银行更多的兴趣，他们知

人使用语音命令，指示他们给联

道他们必须在这些平台上提供服

系人列表中的哪些人汇款，以及

务。 后来，DBS 银行推出了一个

发送金额。在 iMessage 上，可以

DBS (Singapore)

基于印度 Kosisto 技术的数字银

通过会话屏幕在应用内运行发送

东南亚领先的公司 DBS 对金

行[71]（该国第一家流动银行），

付款的功能，而不会中断群聊。

融科技业了解相当深入，并确定

它在头四个月吸引了超过 25 万

了三个主要里程碑：

的客户。他们还宣布计划在印度

第一，2016 年初，DBS 承诺

尼西亚推出。[72]

了在未来五年为新加坡创业生态

UOB (Singapore)

系统投资 1000 万新元（合 710 万

UOB 今年最显着的举措是发

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进入银

生在投资活动中的加息举措和风

行运营的计划。这样的一个举措

险 投 资 ， 一 开 始 ， UOB 与

是 DBS HotSpot，这是由银行创

Infocomm 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

建的预加速程序，早期创业公司

30 家创业公司，并向亚洲 fintech

可以通过 2.5 万美元的企业家奖，

加速计划提供了一百万美元。参

以及工作空间和行业导师获得业

与者将由金融机构专家和成功的

界导师，该公司在 2015 年初的今

企业家专门指导。他们也将有机

天 声 明 ， DBS 宣 布 与 香 港 的

OCBC (Singapore)

会与潜在投资者联系起来，将其

NESTto 合 作 建 立 了 一 个 名 为

OCBC 今年成立了一个新的

经营理念推向市场。[76]

DBS Accelerator 的新加速器。

业务部门，推动与金融技术创业

在风险投资领域，我们看到

公司的合作，并推出了新的“创

UOB 向 以 色 列 股 权 集 资 平 台

和

新中心”，即“打开保险库”[73]。

OurCrow 投资了 1000 万美元，

MoolahSense 签署了交叉转介协

OCBC 的 Open Vault 将 引 进

从而向东南亚的中小企业提供融

议[68]。在合作的关系下，DBS 在

fintech 初创公司，利用银行的数

资。这笔交易是全球银行与替代

一份声明中说将无法借贷给一些

据库和接口，将新的想法应用到

金融平台合作“培育和资助创业

小型企业，将会借贷给 Funding

解决方案中。它将重点关注财富

经济”的另一个例子。[77]

Societies 和 MoolahSense。作为

管理，信贷融资，保险，网络安

回报，p2p 贷款平台将引导已经

全和人工智能。

第二，DBS 银行与 p2p 贷款
平 台

Funding

Societies

完成两轮成功投资的借款人到

Open Vault 对财富管理，信

DBS 银行获得更大的商业贷款和

贷融资，保险，网络安全和人工

Bank Mandiri (Indonesia)

其他金融解决方案，如现金管理。

智能等五个方面感兴趣，特别是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有 银 行

相当独特的做法，我们也注意到

在数据分析和自动咨询服务方面。

Mandiri 银行已经启动了一家风

了俄罗斯 Alfa 银行及其 Potok 计

该中心将安置在位于新加坡新桥

险 投 资 公 司 Mandiri Capital

划[69]。

路上的 2,400 平方英尺的专用空

Indonesia，目标是投资于 fintech

间内。[74]

空间[78]，其初始资本接近 3,700

第三，DBS 集团在四月份已
经得到了 Kasisto 的少数股份，

同时，华侨银行也成为亚洲

万新元（约合 5000 亿韩元）。该

Kasisto 是一个帮助客户处理银行

第一家通过苹果虚拟助理 Siri 进

公司早前表示，它将针对印度尼

业务的个人助理[70]。战略投资

行语音交易的银行，并与

西亚的支付空间，特别是考虑到

来自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如

iMessage 进行应用程序交流。用

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交易以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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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骑行应用程序等各种技术支持

万西联®代理位置。每天 24 小时，

服务。

每周七天（包括公众假期）提供
汇款服务，客户一天可以转账高
达 10 万令吉。[8]
银行账户使用户可以访问数
字银行服务，Airtel 表示仍能被拉
中国储蓄银行

贾斯坦邦的一些商家接受（Airtel

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开始

今年中国储蓄银行（CBS）也

旨在在今年年底前获得 10 万个

为该国潜在的创业企业提供替代

已进入融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商家）即使目前银行不提供

融资。 第一阶段，Mandiri 已经

并与 PLDT 单位签署签署了“航

ATM 或借记卡设施（这是一个较

为 MCI 注入了 3500 亿卢比（2520

海家创新”，通过中国第一个在线

少的地方），客户也可以从 Airtel

万美元）的新资本，控制了该公

贷款市场平台 Lendr 进行贷款服

银行点存款和提取资金。

司 99％的股权，其余 1％由其证

务。CBS 是第一家加入 Lendr 的

券子公司 Mandiri Sekuritas 持有。

快速发展伙伴的储蓄银行，Lendr

Airtel Money 应用程序进行汇款，

Mandiri 致力于将公司的总资本

最初于 4 月份推出。

他们也可以查看帐户余额并访问

增加到 5000 亿卢比。

Maybank (Malaysia)

CBS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表 示 ，

用户将能够通过电话或

其他服务。拥有 Airtel 数字的客

Lendr 将通过一个市场提供方便，

户可以获得免费转账给 Airtel 的

透明，快速和安全的服务，提供

数字，这些数字也与银行账户相

一个全面的帐户和多个贷款选项，

关; 现有的 Airtel 手机号码将增

直接发送到移动设备。

加一倍。

Maybank 目前拥有数量最多

Lendr 是一个全数字化，多渠

的客户群，登录和交易量远远超

道，电信和银行不可知的解决方

过同行。Maybank 是全国领先的

案，金融机构和信贷提供商可以

手机银行提供商，在马来西亚市

使用这些解决方案来吸引消费者

State Bank of India (India)

场上所有手机银行交易中有 62％

计划利用贷款。[81]

印度国家银行决定采取另一

是通过 Maybank2u App 进行的。

种方式，他们组建了 Intech，该

今年，Maybank 与马来西亚全球

计划与创业公司合作，为银行创

创新与创意中心（MaGIC）合作，

造金融技术（FinTech）解决方案

推动东盟金融服务行业的创业

Airtel Bank (India)

[83]。 Intech 将基于 SBI 的创业

[79]。Maybank 表示，它也将担任

印度还是很特别的。 47％的

银行 InCube，其中对有关金融部

MaGIC 加速计划和学院的咨询合

印度人仍然没有银行帐户，大约

门问题知识有兴趣的创业公司将

作伙伴，以便在区域金融服务行

78％的成年人拥有某种类型的手

被给予访问 SBI 的应用程序接口

业建立可行的主张。

机。这给一家电信公司 Airtel 带

（API）进行实验。

MaGIC 行政总裁杨孝华表示，

来了一定的机会，这为 Airtel 支

SBI 目前的重点是为创业公

这一伙伴关系不仅在马来西亚，

付银行和智能手机提供了另一条

司提供服务而不是贷款。

而且在该地区也将有助于促进创

无现金幸福的途径。付款银行已

Bhattacharya 表示，财务管理咨

业公司和社会企业举措的发展。

经在印度最大的拉贾斯坦邦州存

询和理解如何管理公司对于创业

此 外 ， Maybank 还 通 过

在。任何拥有 Aadhaar 卡（印度

公 司 至 关 重 要 ， SBI 希 望 通 过

Maybank2U 手机银行应用程序

国民身份证）的人都可以在

InCube 实现它。

宣布在马来西亚推出首款数字汇

10,000 个 Airtel 零售店之一现场

款服务。移动应用服务使得

开设一个银行账户，这是 Airtel 银

Maybank 客户能够将资金转移到

行的两个枢纽。[82]

超过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50

Mizuho

Financial

Group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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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Mizuho 在消费技术方
面处于强势地位，但日本在利用

KasikornBank,

Bangkok

Bank

(Thailand)

利亚业务主管 Maile Carnegie 为
银行数字主管[90]。澳新银行在

所谓的“Fintech”数字化银行业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亚太地

务浪潮中已经落后于全球同行。

区国家一直目睹很多有趣的事，

经过五年的发展，首先将手机套

然而，Mizuho 的总裁 Yasuhiro

也有一些热衷于利用该地区技术

包括非接触式支付功能，到 2015

Sato 制定了一项银行策略，计划

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行业行动

年已经转向了基于 Android NFC

在智能手机服务上搭建下一代消

[87]。生态系统正在成熟，一些个

功能的战略。最新版本 ANZ 的

费贷款，并利用“大数据”分析

人投资者正在争取建立自己的资

Mobile Pay wallet91 于 2016 年 2

来管理信用风险，包括 p2p 贷款

金的投资创业公司。

月推出。

和投资“robo-advisers”以及在美
国收购。[84]

2016 年初推出了移动钱包技术，

为此，在 2016 年初，我们有
三个消息： Siam 商业银行以及
Kasikornbank（Kbank）和曼谷银
行（BBL）都开设了投资金融技术
的投资，规模在四千万至六千万
美元左右。[88]
除风险投资基金外，电讯业
专业公司还有大量企业资金，而
银行业也正在踩踏这一空间，特
别是 Fintech 的发展。泰国所有三
大电信运营商均已推出企业风险

然而，Mizuho 在今年的比赛

投 资 单 位 ， 其 中 包 括 Intouch

此外，ANZ 今年 2016 年推

Holdings 的 InVent，TrueACC 的

出了针对 Android 智能手机 ANZ

DTAC Accelerate 和 True Incube。

Mobile Pay 的全新移动支付服务，

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例如

如上所述，SCB 已经通过其

因为该国最大的银行抵制了 iOS

Mizuho 和富士通已经开展了一

新成立的数字风险投资公司

和 Apple Pay [92]，并推出了一种

项使用封锁技术来简化跨境证券

（Digital Ventures）推出了一项

新的信用卡，为客户在澳大利亚

交易结算的试点。合作伙伴在富

价值 5000 万美元的基金，投资金

境内免费提供每年两个免费休息

士通的云环境中建立了一个区块

融技术创业公司。由于泰国的整

室返程航班通行证，没有海外交

链形成系统，将所有信息从确认

体风险投资融资活动估计在

易费

中记录为一个链接块。在系统中，

8000 万美元以上，所以基金规模

Adventures 卡[93]。它还提供了

包含贸易信息的连续生成的块按

很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Digital

一个伟大的奖励计划和一系列其

时间顺序连接成块状，成为不能

Ventures 也与 Life.SREDA 达成谅

他好处，包括无盖奖励积分，客

被篡改的信息。[85]

解备忘录。与 Life.SREDA 的这种

户可以从他们花费的每一美元中

此外，Mizuho 成为了最新的

合作将在数字风险投资公司的研

获得最大收益。

银行之一，成立了一个创新实验

究，投资和金融服务方面进行战

室，以培育芬奇科技生态系统，

略性的惠益。[89]

- ANZ Rewards Travel

在区块链实施和执行方面，
ANZ 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并与初创公司建立关系[86]。实

ANZ 和 Wells Fargo 已经为代理

验室将设在东京 Finolab，金融区

银行支付和解和结算建立了一个

的金融中心，由房地产巨头三菱

共享分布式分类帐平台原型[94]。

地产和广告公司电通支持。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ia)

The Siam Commercial Bank,

两家银行已经提供了一个概念证
明，创建了一个共享的分布式分

Anz 今年是招聘数字化外部

类帐平台，他们表示，在现有基

人士推动转型的趋势之一，并于

础设施并行运行的同时，提高跨

2016 年春季任命了 Google 澳大

境代理银行支付和解和结算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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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速度。

球市场建立，推出和扩大产品。

（Fintech 与俄罗斯国民经济和

最后，ANZ 成为另一家开设

14 周的导师密集型计划是基于

公共科学院合作的硕士课程） 行

创新实验室的银行。ANZ 与 DBS

由 美 国 TechStars 开 发 并 由

政，RANEPA 进行合作 [104]。

成立了创新实验室以探索亚太地

Barclays 银 行 部 署 的 加 速 模 型

第四，Sberbank 是第一家向

区金融服务的未来。DBS DAX 位

[98]。 Kiwibank 首席执行官 Paul

其客户介绍 Apple Pay 的俄罗斯

于 Fusionopolis 的 Sandcrawler 大

Brock 指出，3 月普华永道报告估

银行。[105]

楼，拥有 16,000 平方英尺的创新

计，83％的受访金融服务公司认

最后，在年底，Sberbank 监

空间，拥有项目夹和空间，旅程

为他们的业务有可能受到

管委员会同意到 2018 年将银行

房间，可容纳 100 人的合作空间

Fintech 公司的干扰。

转为开放式金融生态系统的计划。

以及礼堂和咖啡厅。[95]

该 银 行 计 划 将 现 任

ING

Netherland 首 席 运 营 官 Bart
Schlatmann 指派为转型公司的
Sberbank (Russia)
Africa’s First National bank
(Africa)
今年非洲的 FNB 并不完全在
金融技术领域，但是关闭并推出

经理。[106]

Sberbank 不仅是最大的，也
是俄罗斯最有活力的银行之一。
今年银行的举措和项目得到了广
泛的报道。

另外一个有趣的消息来自于
马来西亚的六个 Islamic 银行，其

了自有品牌的手机。 事实上，由

首先，2016 年，Sberbank 宣

中包括 Affin Islamic Bank, Bank

于非洲的社会人口状况，ConeXis

布 推 出 第 二 个 10 年 创 业 基 金

Islam Malaysia, Bank Muamalat

X1 和 A1 的推出手段非常合乎逻

（200-250 亿美元）。资金的一大

Malaysia,Maybank Islamic, Bank

辑。从 2017 年起，手机将在南非

部分到了 Fintech 公司，就像第一

Kerjasama

380 个分行出售，预装 FNB 应用，

个基金一样。[99]

Malaysia and Bank

“全面整合银行和客户流动性”。

Rakyat
Simpanan

第二，Sberbank 和 Linux 基

Nasional，他们发起了符合伊斯

金 会 已 经 就 该 银 行 参 与

兰教法的投资平台，伊斯兰贷款

由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

Hyperftger 项目达成协议，该项

人目前来自信贷提供商的投资中

兴通讯所创建，较便宜的 A1 模

目 是 由 基 金 会 与 Deutsche

介机构。

式主要针对 FNB Easy Account 持

Boerse, LSE, IBM, Cisco 和 Intel

投资账户平台（IAP）将作为

有者，而更昂贵的 X1（具有更高

合作于 2015 年建立的非盈利组

融资中小企业的中心市场，马来

的规格和更多的通话时间分钟和

合联盟。世界领先的银行进入了

西亚政府以 1.5 亿令吉的资金支

数据）正在向 Gold 和 Premium

该 项 目 。 Sberbank 将 拥 有 与

持该计划。根据政府“2013 年伊

客户投放。

Hyperledger 合作的开发人员的

斯兰金融服务法”，伊斯兰银行必

“专门团队”。[100]

须在去年 7 月之前将伊斯兰存款

[96]

在国家一级，Sberbank 已经

与投资账户分开，从而促使他们

与联邦反垄断局（FAS）合作，将

将提供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多样化。

KiwiBank (New Zealand)

该项目称为数字生态系统，以建

[107]

Kiwibank 今年推出了新西兰

立一个试点计划，测试如何利用

通过人力资源和小额融资的

第一个与 Xero，Callaghan 创新

块式技术的分散性来帮助交换敏

要素，IAP 可以提高伊斯兰银行作

和 创 意 总 部 合 作 的 fintech

感文件[101]。

为投资公司的地位，补充其现有

accelerator。总部设在惠灵顿，该

第三，Sberbank 一直积极与

计划最初将资助和支持八家

HSE {Pro} Fintech [102]，互联网

Kiwibank Fintech 创业公司在全

倡 议 发 展 基 金 会 [103] 和 大 学

的信贷中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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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欧洲目前是具有非常平衡和

机构如瑞士 Crealogix 和马来西

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领先企业，

成熟的 BaaS 市场的地区。政府给

亚 SilverLake 等提供服务的传统

如

，

予了全面的支持，一方面为初创

核心银行业务提供商也看到了与

CurrencyCloud ， Braintree ，

企业，另一方提供给金融机构，

非传统业务伙伴合作的潜力，并

OnDeck 等通过开放的 API 相互

同时，既容忍拥有很多成熟公司

与其合作，并试图找到一个与

融合。这是非常合理的，在竞争

的市场饱和状态，又倡导其它专

BaaS 平台更贴近的市场。（到目

优势完全在此方面，而且可以通

业公司的发展。

前为止，他们只是提供服务来升

Dwolla

，

Kantox

过另一家公司提供的产品来实现

欧洲最大的玩家是 Wirecard，

级银行的系统，以便能够实施

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从头开发产

资本金为 50 亿欧元，在大多数欧

BaaP 部分功能）

品？另一方面，与新服务的大量

洲国家开展业务，甚至在新加坡

连接和过时的定制后端迫使银行

设立办事处，积极拓展亚洲和中

通过其 API 使用自动化外部集成。

东地区的业务。在每个 Wirecard

Wirecard（德国）

在一些国家，有的银行不是实实

落户的国家，其目标是获得许可

Wirecard 今年有大量新闻和

在在存在的（它们与金融科技初

证，但一些市场迫使其与银行合

显着的成果，这使它成为行业的

创企业融为一体），或者在想要通

作（因此 BaaP 成为该银行的一个

全球标杆。从并购活动开始，今

过连接不同国家的许多银行来快

解决方案）。目前，它为 N26，

年已经收购了两家在线支付公司。

速扩张的初创企业，银行即服务

Curve，Monzo，TransferTo，Loot，

第一家是巴西公司，Moip。这是

技术开始出现。

Revolut 等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基

巴西市场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支付

意识到这样的平台（银行即

础设施，但在量化指标和数量上

服务提供商，成立于八年前，并

服务）和拥有良好的开放式 API

却落后于美国同行。Wirecard 目

且在过去几年中为中小型零售商

的金融技术初创企业的出现，一

前的主要业务是与加强数字技术

开发了一个支付平台，着重服务

些大银行开始感受到一定的威胁，

的传统公司合作，包括 TMT，零

于与公司有创新端对端直接销售

所以他们开始提倡银行即平台的

售商和银行。根据自己的观察，

合作的公司和市场。[1]其次，它

想法，就是银行不仅限于贷款给

市场仍然很年轻，市场还可以容

收购了一家罗马尼亚普罗维登斯

初创企业，同时也帮助初创公司

纳 3 到 4 个更大的国际公司。实

集团旗下的罗马尼亚领先的支付

向其客户提供产品（例如：ABN

际上，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正在

处理和技术服务提供商。它支持

Amro，Sberbank 等）。 核心动力

涌进市场，包括 SolarisBank（德

拥有外包采购和卡片处理，电子

银行是代表银行而不是初创企业

国），IBanFirst（法国）和 UAccount

商务支付交易和销售点（POS）等

去跟客户打交道。在中国，BaaP

（英国）。

业务的公司。[2]

的想法之后是 AliPay 和 WeChat。

除了新加坡拥有 BAASIS，亚

银行即服务起源于美国。像

洲，非洲和中东市场没有这样的

Bancorp，CBW Bank 这样的大公

平台。如果这样的平台不发展起

司历来一直在积极主持美国金融

来，那么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性将

技术创业公司。像 BBVA 这样的

会使新加坡，香港，首尔，东京

新公司正在进入这个小市场，以

的金融技术公司难以生存，也使

在伙伴关系方面，它今年与

配合成熟的同行。有趣的是，

这些国家和地区无法成为金融技

许多金融科技合作，为其提供各

BBVA 在西班牙的核心市场中，它

术中心。BAASIS 的商业模式着重

种服务。例如与 Curve 进行合作，

作为 BaaP，而在其他存在的市场，

于在东盟地区建立一个平台，特

推出 Curve 公司的新支付方案，

公司的战略则与 BaaS 相关。目前

别有趣，因为它不旨在从业务市

并维护公司的卡和智能手机应用

中国和美国的 BaaS 平台的缺点

场获得所有许可证，而在每个领

程序，确保它们在全球的正常使

在于它并没有提供国际上的提升。

域选择一个合作银行。这就使得

用，同时提供银行级安全保护。

在欧洲有 50 个国家，亚洲包括 58

传统银行可以像亚马逊出租自己

[3]

个国家，非洲包括 54 个国家。中

的网络服务一样把它们的基础设

Paygoo 最近在推出他们的

东包括 19 个国家。

施租出去这样一种选择。为金融

MasterCard 礼品卡计划后接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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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首款预付可重新加载的万事

予了一个完整的德国银行牌照。

筹集了 2100 万欧元资金。后期货

达卡，它已经选择了 Wirecard 作

[10]从现在起，SolarisBank 正在

币估值为 1.21 亿欧元（基于 1 亿

为预付卡发行商。新的万事达卡

寻求与电子商务业务和金融科技

欧元的货币前估值）。[14]

针对外国工人和无银行账户人员，

初创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

并最初在挪威成功启动。不久之

专门设计用于满足数字优先的公

Savedo，一个投资产品的市场；

后，瑞典即将在北欧范围内推出

司需求的模块化平台，从而为银

FinReach 是一家创建了自动化帐

来达到其广泛的应用。[4]

行服务提供集成。[11]

户切换套件的软件公司；Valendo，

SolarisBank 的 产 品 包 括

与最近在英国推出万事达卡

夏季，通过增加其“快速信

预付费借记卡计划的 Monzo 一

贷”模块，扩大了其产品组合，

一个资产贷款平台；Pair Finance，
网 上 收 债 平 台 ； 还 有

起，Wirecard 已经合作提供一个

并收购了欧洲最大的汽车在线市

zinsbaustein.de，房地产投资的数

与银行应用程序相连的物理万事

场 AutoScout24。AutoScout24 成

字平台。为此，每一个新成立的

达卡预付款借记卡。该卡允许用

为 SolarisBank 合作伙伴网络中第

FinLeap 初创公司通常都会收到

户将钱充值到卡上，支持在零售

一家提供近似创新的即时信用买

500,000 欧元到 500 万欧元之间

和网上商店以及自动取款机中使

卖权给客户的公司。新的“快速

的起始投资资金。 [15]

用。 Mondo 卡还可以在非接触

信贷”模块使得欧洲汽车市场的

在产品开发方面，Finleap 今

端子上使用近场通信（NFC）技术。

用户能够在几分钟内获得二手车

年与 Talanx 建立了合资企业，创

Wirecard 还为 Revolut 提供了基

的融资。该应用程序是完全数字

建了 ElinVar。初创公司以 Elinvar

础设施。[6]

化，移动和无纸化的。 [12]

的名义为资产管理人员提供了一

随着未来金融的发展，爱尔

最后，Solarisbank 值得一提

个整合方案。通过这些解决方案，

兰公司宣布向德国市场推出新的

的进展是，它已经与 Mastercard

他们还可以以数字化形式在自己

学生融资模式。Wirecard 与其合

达成了一项战略协议，使用其全

的品牌和公司设计下提供资产管

作为德国企业提供银行牌照，并

球基础设施为数字初创公司开发

理专业知识。Elinvar 将获得联邦

承担其账户管理的业务。[7]

新的支付模块。两家公司都同意

金融监督管理局（Bundesanstalt f

Wirecard 与 Fundflow 合作

为 solarisBank 平台开发银行业务

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在德国推出发票贴现平台。中小

模块。第一项举措就是把借记卡

的全面许可，并将大大简化所有

企业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可以在这

和信用卡结合在一个单一的产品

合作伙伴的合作。[16]

个平台出售未偿还的发票。

中，称之为信用万事达卡，它也

Fundflow 使得与机构投资者进行

将被引进到 solarisBank 平台。[13]

其次，它通过投资 Billmelater
[17]来扩大自身的生态系统，这

再融资成为现实。Wirecard 银行

使得数字媒体行业能够更快地获

提供它们的德国银行牌照并处理

得媒体收入。而保险业务顾问

付款流程。[8]

Clark 也是这样。[18]

与拥有领先跨境 B2B 移动支
付网络的 Transferto 进行合作，
Wirecard 提供手机端之间的汇款

IbanFirst（法国）

服务。依靠 Wirecard 和 Transferto

IbanFirst 是一家刚刚更名的

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大众信任的品

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上是在 2013

牌效应，移动货币运营商才能够

年成立的。这家创业公司以前被

为大众提供汇款服务。[9]

称为 FX4BIZ，一种用于商业交易
的智能汇款（TransferWise）。[19]
今年，公司以该战略为主导筹集
Finleap 今年从原始投资者

了 1000 万欧元，宣布下一个增长

SolarisBank（德国）

HitFox 集团以及来自保险行业的

阶段以银行业务为主。通过 BaaS，

今年的 Solaris 已经跨越了一

机构投资者，包括全球第三大再

IbanFirst 旨在将所有金融科技公

保险公司汉诺威（Hannover Re），

司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网络平台下，

个重大里程碑，因为它已经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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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日常的金融服

也在购买价格为每股 1,000 美元

务，从而无需去银行或者支付大

时，以每股面值 0.01 美元的价格

量费用。

将 40,000 美元股份新系列优先股

在比利时国家银行监管和许

和系列 C 强制性可转换累计无投

可下，IbanFirst 可以拥有跨越整

票权永久优先股出售给他们。此

个欧洲的许可证。这使得中小企

次协议涉及资金总额约为 7400

业在注册了 Iban 账户之后，用户

万美元。

只需要点击几下，就可以在 BaaS
模式下完成一整套金融服务，包

BaaS 技术的目的是作为不

括信贷，国际支付和投资服务。

依赖于单一银行提供商的开放数

IbanFirst 已经与 Fintech Younited

据，分散的银行服务集合的推动

Credit 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在

者。它期望创建一个符合 PSD2 的

未来的几个月里，公司会增加更

环境，在其中的用户最终可以从

多的服务，例如开具发票，初创

其选择的供应商那里消费服务，

公司并购等。 [20]

而不必与银行绑定。[21]

Bancorp 还从停供的贷款组
合中出售了 6500 万美元大部分
为商业的房地产贷款。该销售将
Bancorp 停供的商业贷款组合贷
款从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 4 亿美
元下降至约 3.35 亿美元，同比下
降了 16％。此次交易显示公司退
出停供贷款组合的趋势。它还计
划用其他业务线重组资产负债表。
[23]
最后，Bancorp 已经踏入了

UAccount（英国）

创新领域。它创建了一个新的，

来 自 Ffrees 母 公 司 的

完全专门的金融科技创新工作室，

UAccount 也刚刚进入创业公司

Cube8，一个孵化强大想法的地

的 BaaS 市场。它已经开发了英国

Bancorp （美国）

方。除了进行 Bancorp 的日常业

最早的银行服务（BaaS）平台之

银行今年开始完成收购加州

务外，Cube8 是一个提倡探索金

一，这三年来一直被隐蔽地建设

安全银行。安全银行安理会股东

融技术中非常规甚至激进的想法

在谢菲尔德的数字技术园区。

在特别会议上终于通过这项决议。

的空间。这样可以启发变革或创

基于服务的平台作为一个业务流

此次交易代价总额约为 1.220 亿

造新机会，从而增强组织的业务

程，使用 API 来协调消费者和银

美元，其中包括给安全股票期权

战略，促进运营效率，并产生增

行服务提供商（如 BIN 赞助商，

持有人的约 7.881 万美元的总现

量收入。[25]

代理银行，帐户处理器，发卡机

金报酬。 [22]这次并

构，Vocalink 访问等）；它为银行

购为未来的增长和扩张带来了巨

和金融产品提供商（如信贷和其

大潜力。

他贷款提供商，活期账户和资金

在之后的 8 月份，它宣布已

管理工具）铺平道路，使它们能

经与某些机构和认可投资者签订

10xFuture Technologies（英

够以编程方式与核心活期账户进

了一项证券购买协议，该银行在

10x Future Technologies 是

行交互。

收购价格为每股 4.50 美元时，以

由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安东

每 股 面 值 1.00 美 元 的 价 格 将

尼·詹金斯（Antony Jenkins）创立

7,560,000 股 BanCorp 的普通股

的初创公司。该公司为维珍货币

出售给这些机构和投资者。同时，

（Virgin Money）建立了数字核

国）

233

心银行平台。该平台将帮助提供

理团队由谷歌收购来。其功能由

储蓄，抵押，信用卡，经常账户，

API 驱动。这使得银行能够在保持

养老金，投资和保护产品等服务

严格的合规监督的同时，快速构

的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快，

建各种各样的商业和消费产品。

更具成本效益的服务。正如今年

此外，CBW 银行已经发布其 API，

早些时候所报道，Virgin Money

成为美国第一家，这也使金融科

正处于新的核心和数字渠道软件

技初创公司和激进的金融机构能

的系统选择模式。据了解，Virgin

够使用其支持 API 的平台来打造

Money 对一些传统软件供应商做

新的创新服务和产品，同时还确

出 了 评 估 ， 包 括 Temenos 和

保合规性。

Fiserv（现任技术提供商）。
10x Future Technologies 的

因此，CBW 在 2016 年的全
球银行创新奖中被 BAI 评为当年

数字银行平台将会把复杂的软件

“最具创新社区银行组织”。此外，

应用程序与先进安全的云基础设

该银行被评定为“付款创新”类

施所具备的安全性相结合。这将

别的决赛入围者。银行最近还获

使金融服务提供商将其广泛的复

得了其他几项荣誉称号，其中包

杂数据平台统一为单一，精简的

括被金融服务研究公司 Celent 认

基 础 架 构 。 10x

Future

可的 2016 年示范银行，荣获银行

Technologies 的平台将具有覆盖

科技新闻认可的十大社区银行信

银行流程自动化，合规性报告，

息技术项目完成者之一。

安全性和分析论的特色功能，这

Ramamurthi 也 获 得 了 因 领 导

些功能都由领先的技术所支持。

CBW 汇款流程发展的各种荣誉。

10x Future Technologies 的

今年早些时候，他被评为美国银

API 将遗留系统集成到一个单一

行家 2016 年度数字银行家之一，

的 安 全 网 络 中 ， 这 将 使 Virgin

并被称为 2016 年银行创新“观察

Money 能够将所有有关客户的相

创新者”。 [26]

关数据（如现有的财务状况，生
活习惯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整
合在一起，以便为客户找到最佳
产品，如抵押只占当前时间的一

Crealogix（美国）

小部分的贷款。

Crealogix 是 一 家 位 于 苏 黎
世的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公司
提供服务的核心银行提供商。
2016 年 1 月，它与 HPE（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合作，为了
在未来更密切地合作销售数字产
品。 HPE 是金融服务领域的数据
中心运营商，提供应用服务和核
心银行系统。现在，HPE 希望通
过一个灵活的前端来扩展业务，

CBW 银行（美国）

即为银行提供一个集成的端到端

CBW 银行很特别，最初成立

解决方案。这就是 Crealogix。根

于 1892 年，坐落在堪萨斯州的维

据 Crealogix 的说法，通过联合

尔。 2009 年，该公司现在的管

“开箱即用”想法，银行可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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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个可以快速实施的方案。这

视频聊天和文档共享。英国人可

银行业务，以加速英国零售银行

样就需要使用一个模块概念，它

以将模块用于客户 v 的登机，维

业的技术变革。CMA 要求银行在

将通过其他来源的功能进行扩展。

护。通过共同浏览，银行顾问也

其网站和分支机构上发布关于服

但客户还是从一个来源就能获得

可以像在实体店一样通过网站服

务质量的可靠和客观的信息，以

所需。 [27]

务终端客户。

便客户了解自己的银行。CMA 要

在之后的二月份，其子公司
Elaxy

Financial

Solutions

求银行发出适当定期的事件推送，

Software ＆

例如关闭当地分行或增加收费，

计 划 在 德 国 的

提醒客户考虑是否他们获得了最

Bankhaus August Lenz 推出混合

佳价值，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更换

咨询平台。该方案开发了九个月，

银行。 CMA 还采取了具体措施，

已准备好用于 MiFID II（金融工具

帮助银行卡透支使用者，占所有

指令市场）和 PRIIP（包装零售和

个人经常账户客户的 25％以及

保险投资产品）法规。 [28]它也

小企业。[31]

被整合到由 Elaxy 开发的网上银

不过，该报告被 Fintech 社区

行体系和个人理财管理（PFM），

和新进入者所轻视，他们对监管

也叫‘€inBlick’。

机构的失败施加了更严厉的制裁，

此外，在新产品方面，
Crealogix 数字银行中心已经配
备了更多的在线客户管理模块：

以打破英国顶尖银行的束缚。在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CMA, 英国）

最终订单中，CMA 制定了开放银
行业务，月度最大无限期透支费

战略合作伙伴 Basler unblu 已经

2016 年，CMA 实施了一系

用，标准化业务经常账户开立手

能够无缝集成其合作套件。 [29]

列广泛的改革措施[30]。CMA 要

续和必须发布服务质量统计的银

Unblu 套件包括聊天，共同浏览，

求银行在 2018 年初实施开放式

行等重要进展的时间表。[32]

PSD2 对银行和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意味着什么？
在 2015 年底，欧盟委员会

示例金融科技垂直：P2P 转移，

•支付服务的透明度：支付服务的

FISMA 修订了自己的付款服务指

直接付款，收购。

条款和条件的显式信息应在付款

令，向欧盟成员国提供两年时间，

对于银行来说，新的指令在很多

开始时提供，付款人应在付款执

将 PSD2 纳入各自的国家法律法

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挑战。

行前同意条款。交易后，付款人

规。修订 PSD2 旨在推动竞争，并

对于作为付款处理者的人员，

的银行应提供交易金额，付款人

通过新的支付服务 提供商和在

PSD2 要求更广泛的透明度和信

应付的所有费用，明细，实际汇

线账户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入门级

息需求。付款处理银行也可能面

率，收到付款单日期和借记价值

壁垒来促进创新。

临来自新 PISP 的广泛竞争，他们

日期。

PSD2 向金融行业介绍了两种实

将以降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付款范围：
“一站式”
（OLO）付

体：

现在每个银行都应该允许通过

款的适用范围扩大，现在包括任

PISP 和 AISP：

API 访问第三方直接从银行账户

何货币的交易。现在，它们适用

•AISP（账户信息服务提供商） -

进行付款。必须以相同的条款给

于所有 28 个欧洲经济区国家加

可以访问银行客户帐户信息的服

予访问，就像帐户所有者一样。

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的付款。

务提供商。示例金融科技垂直：

如果所有者可以以零成本发起付

银行仍然可以从 OLO 付款的金

仅移动银行，个人理财管理 Robo

款，那么第三方也是如此。

额收取服务费。

顾问，会计。

•支付启动服务：现在市场开放给

•PISP（支付起始服务提供商） -

PSD2 对提供付款服务的银行有

第三方提供商（TPP），提供支付

服务提供商代表用户发起付款。

很多影响：

启动服务（PIS），它可以根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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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求在另一支付服务提供商持

行被授权在没有双边协议的情况

问时将面临成本提高的局面。

有的支付账户发起付款。他们

下向这些 TPP 提供此类信息。应

（PISP）现在被允许与客户银行

强调两个主题：

很多义务的银行，但诀窍在于 -

安全通信，并寻求支付所需的信

•访问帐户（XS2A）：AISP 服务，

每个账户服务和支付服务提供银

息。例如，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

汇总一个或多个账户服务银行持

行都是同时提供银行业务的 PISP

商务现在可以访问客户信息来执

有的一个或多个帐户的信息，并

和 AISP。每家银行现在都可以通

行支付交易，而无需与客户服务

以统一的方式向帐户所有者显示

过现有客户的授权，访问欧洲经

银行签订双方协议。这些提供商

信息。银行必须向所有授权的

济区各银行的其他客户帐户，以

将被注册和监督，以加强客户保

TPP 提供对帐户信息的开放访问，

提供新的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

护。

通过标准 API 请求帐户信息。

增加银行从未面临的收入是一个

欧盟委员会认为，客户可以更容

•客户认证和安全性：现在银行有

挑战。

易地获得竞争对手的金融服务产

义务通过 API 自由地向 TPP 提供

此外，它向银行提供了巨大

品，并可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帐户访问和平衡信息，并安全传

的机会，通过向商家提供新的支

对于可以提供帐户信息服务（AIS）

输，以防止欺诈和非法使用敏感

付服务来直接从客户账户转账来

和支付启动服务（PIS）的第三方

和个人数据。 PSD2 加强了客户

扩大业务覆盖面，具体通过不干

提供商，新指令也做出了另一个

身份验证的要求（二因素）。银行

扰卡方案和相关费用来实现。

重大而有趣的改变。客户服务银

在实施 API 以提供现在授权的访

总体来说，PSD2 看起来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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