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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马威Fintech50强回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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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概览——企业分布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回顾概览——企业估值

图表来源：DT财经



回顾概览——商业模式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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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投顾

二、细分领域及企业对比



细分领域及企业对比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51信用卡 34.12亿
C轮

<70亿 涵盖负债管理、小额信贷、分期、理财四大板块。产品：51信用卡管家，51
信用卡优惠、51记账、51银行卡保险箱、51人品、给你花系列App

马上金融 - <30亿 用户可随时随地申请信用贷款，快速完成审批和放款；对用户进行
信用评级、风险定价。
产品：消费金融App

趣店 F轮 <200亿 消费金融电商平台和小额信用贷款平台。
产品：趣店和来分期

量化派 5.88亿
C轮

30亿 帮助个人及小微企业证明经济财务等状况，从而快速获得低成本贷
款
产品：信用钱包App、白条服务、开放平台

闪银 1.56亿
B轮

3亿美元 数秒内完成信用决策，并在15分钟内撮合投资方。
产品：信用评估平台Wecash闪银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传统消费金融是指向各阶层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
的现代金融服务方式。

消费金融公司由于具有单笔授信额度小、审批速
度快、无需抵押担保、服务方式灵活、贷款期限
短等独特优势，广受不同消费群体欢迎。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 2020年规
模突破
5000亿

• 覆盖更多
中低端群
体

• 消费拉动
新常态

• 政策红利
不断催化

政策
推动

消费
升级

巨量
市场

互联
普惠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数据来源：GEO大数据：2016年消费金融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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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的命脉

场景入口
数据风控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场景入口

高频场景入口已被占，相关企业：

- 场景突围

- 自建场景

- 切入价值链做服务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与银行不同的客
户筛选体系

智能化风控体系 个体差异化贷款利率

数据风控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普惠金融的覆盖

这类群体的坏账率虽然偏高，但可承受的实际利率更高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Fintech领域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触达的游戏
已经结束了，下半场价值链的重构才刚刚开始。

——高瓴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婧

投资人怎么说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旧模式的的升级

上下半场

新模式、新技术



细分领域——消费金融

远离self-destruction模式，渠道驱动的业务。

平台发展越快，业务规模发展越大，则该领域
里的套利空间越小，越难保证持续收益与发展。

——Jefferson Chen 金沙江创投

投资人怎么说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Ping++ 7800万
B轮

< 30亿 支付聚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产品：电商、O2O、教育、旅游、医疗等众多领域的定制化支付服务方
案等SaaS产品。

汇付天下 4550万 筹备上市 为P2P网贷平台、第三方理财、消费金融、私募基金、交易所等新金融机
构提供金融支付、账户托管、理财平台等综合支付服务

钱方好近 - - 基于写字楼商圈的垂直社区，为上班族和商户搭建一个特卖社交平台。
产品：好近

快钱 1950万 被万达并
购

为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电子收付款解决方案

财付通 - - 腾讯旗下支付平台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数据来源：2016上半年度：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分析报告

巨头统治力明显，竞争压力巨大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数据来源：2016上半年度：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分析报告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做巨头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PING++基于线上场景的定制化支付解决方案 钱方好近基于线下场景的定制化支付解决方案

线上支付
接入

线下支付
接入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支付的核心就是清算

实体 实体

清算

支付



支付的进化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更便宜、更高效、更便捷的清算工具



细分领域——支付汇兑

支付汇兑还有哪些机会

哪些清算主体之间的成本还非常高？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百融金服 2.3亿
B+轮

- 为金融相关行业公司提供获客引流、精准营销、客群分析、风控管
理、反欺诈、贷前信审、贷后管理等服务。
产品：用户评估报告、信贷审批系统、风险罗盘、银行/小贷/保险
解决方案

聚信立 600万
B轮

- 帮助各大金融机构用户收集、整 合、分析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提供
大数据风险控制一站式解决方案。

产品：：标准信用报告、蜜罐、聚流平台和千寻，分别从判断借款
人欺诈和信用风险、判断借款人 是否多头借贷、建立借款人二次申
请撮合平台以及判断借款人是否有重复骗贷行为。

数联铭品 1.3亿
B轮

已经借壳上
市

搭建第三方企业数据平台、提供企业全息画像等信息，为金融和征
信决策做参考。
产品：HIGGS KUNLUN大数据运营平台，拥有BBD HIGGS Credit、BBD 
Finance、BBD Index、BBD Anti-Fraud、BBD Innovation等五大产品线。

百分点 6.74亿 - 跨网站消费偏好数据平台和个性化推荐引擎技术平台，为电子商务
企业提供精准的营销服务。
产品：百分点推荐引擎（BRE）和百分点分析引擎（BAE）

数库 3.9亿
B轮

- 提供中国的金融数据、信息及分析服务。
产品：数库港(Web)、数库指数 (Web) 、Factors、开发者 中心
(Web)、智投(App)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续）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金电联行 6000万
B轮

<30亿 创建客观信用评价体系，金融与社会信用管理提供全方位的大
数据技术服务。
产品：信用信息云服务平台 (Web)、大数据社会治理平 台
(Web)、一袋金币(Web) 

算话征信 - <10亿 提供大数据风控服务。为信贷行业用户提供贯穿信贷生命周期
的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产品：算话反欺诈云服务(Web) 算话信贷征信系统(Web) 算话
速查(App)

天云大数据 1950万 <10亿 专注于大数据基础设施软件平台和分布式人工 智能算法。
产品：信用评分(Web) 、欺诈识别(Web) 、供应链金融 (Web) 、
关联分析（Web）

冰鉴科技 A+轮 <10亿 对小微企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信用评级。
产品：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标准化SaaS查询产品以及完整的嵌
入银行业务流程的系统解决方案。

天创信用 1305万
天使轮

<30亿 以“数据+征信+金融”的模式打通金融服务价值链，聚焦农业、
园区、行业风控3大重点领域。

产品：面向农业的“农信汇”、面向园区的“城信帮”、面向
消费金融的“分期付”，以及提供基础 数据服务的“信用集
市”和贯穿信贷风控全流程的“天风综合风控平台”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续）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同盾 4.78亿
B+

<30亿 第三方大数据风控服务提供商。
产品：大数据风控(Web) 、反欺诈(Web) 

微众税银 3000万
A轮

<10亿 专注于企业涉税经营数据的采集、加工、分析与应用，通 过分析度量

企业经营数据变化，提供贷前信用评估、贷后风险跟踪等全方位的服
务
产品：微众宝

TalkingData 9.2亿
C轮

<30亿 用数据改变企业做决策的方式，提供集数据源、系统平台和咨询方案
于一体的独立第三方移动数据服务平台。
产品：应用统计分析(Web)、数据 营销云服务(Web)、广告效 果追踪
推送服务(Web)、数 据交易市场(Web)、大数据 管理平台DMP 
Plus(Web)

棱镜征信 300万
天使轮

棱镜征信平台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客户在哪里，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落地就在哪里

个人征信 反欺诈 精准营销 个性化推荐引擎

舆情管家 人群画像 标签管理系统

广告点击优化 风控信贷

…….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增长
收入

削减
成本

ToB业务的核心是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的业务问题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电商/媒体消费企业 移动应用 互联网金融

- 大数据用户画像
- 品牌塑造
- …..

- 推荐引擎
- 精准营销
- 广告点击优化
- …..

Who’s next?

- 运营分析
- 个性化推荐
- 广告监测
- ….

- 风控
- 征信
- 反欺诈
- ….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客户创新，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微众税银平台联合国税局“以税定贷”为企业提供征信服务

园信通是一整套基于园区信用体系的园区发展大数据支撑平台

金电联行为区域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征信与信用评价服务。

BBD Index 大数据量化中国革新进程

挖掘政府数据金矿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对于个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甄别

借贷规模小、期限短

个人征信多落地于消费金融领域

企业征信多服务于借贷、融资等场景

借贷规模大，期限长

数据量更大，清洗整合处理难度更高

不确定性和风险更高

企业征信个人征信

大数据征信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企业征信风控的四象限

公开私有

数字

文本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质量分析

成长分析

银行

早期市场

股票市场和其他

金融机构对资产评估侧重不同



细分领域——大数据/大数据征信

大数据（智能）金融——不只是风控

银行

银行混业经营是趋势

- 大投行化

- 大资管化

其他金
融机构

企业价值判断

企业成长分析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智能投顾是一种在线财富管理服务，基于算法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的投资组合，
可以减少人的主观情绪对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榜公司 融资额 估值 产品及业务

资配易 - <10亿 从事证券投资人工智能系统研发和技术服务。
产品是“证券投资人工智能系统（SIAI）”

弥财 1300万 - 提供全球自动化投资服务
产品： ETF 投资组合产品

蓝海财富 1800万
Pre-A轮

- 提供海外资产配置的智能投顾服务

宜信财富投
米 RA 

- - P2P理财专业平台

产品：“收获季”、“中国好声音”、“双十一竞彩”等趣味理财产品；投米
RA智能理财平台。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50》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
个性化

智能化

自动化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效率高

费率低

门槛低

投资分散度高

是智能资产配置，不是“智能”荐股，抓涨停….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数据来源：招商证券行业研究报告

美国前5大智能投顾企业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Copy to China失灵？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资配易：SIAIaaS(作为服务的证券投资人工智能)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1.人工投顾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普及;

中国人工的成本比美国低很多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2.普通投资者期望值太高;

智能投顾打败的不是市场，是自己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3.中国市场波动率太大;以银行为主导的市场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4.中国固收、债权类产品在融资市场占比很高；
投资标的的可选项很少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为什么“智能投顾”在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

5.中国个人养老金账户没有入市；限制资金流出
才会是投资而不是投机



信息化 智能化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人力不断在减少 机器智能逐渐提高

大数据
化 自动化

1990s-2000s 2010s 2015-- 刚刚起步



系统

基础信息服务
1.AlphaSense 投资者的“google”搜索引擎 B轮3300万美元

美国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 估值/融资

投资研究系统

1.DataMinr

2.Palantir

3.Kensho

基于社交网络的舆情分析公司

信息安全与反欺诈情报分析公司

金融投资领域的问答助手Siri

D轮1.3亿美元

累计融资16亿美元

累计融资2500万美元

融资交易系统
1.Sentient Technologies 人工智能量化交易模型 累计融资1.4亿美元

细分领域——财富投顾

新的智能金融公司仍然在涌现



主题讨论

相互启发，博采众长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如何改变金融行业？



Thank 
you!

文因主页 www.memect.cn

微信名称：文因互联

微博名称：文因互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