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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零壹GFI整体上较第二季度略有下降，9月GFI回升至186，投融资成熟度达到

今年最高值142。2018年1月至今，零壹GFI呈“V”型周期性变化（3个月为一周期）。

融资概况

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至少发生329笔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约为763亿元。其中，9

月发生投融资事件73笔，为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但其C轮以上的投融资笔数为13笔，占比

为今年最高（17.8%）。

国别分布

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金融科技融资事件186笔，占全球总数56.5%；融资总额约为486亿元，

占全球的63.7%。其次是美国和印度，融资事件分别为34和29笔，所获金额分别为154亿元和

22亿元。中美印三国的融资金额占全球总数的86.9%。

业态分布

2018年第三季度，区块链仍为最受关注的领域，获得162笔共113亿元融资，但9月份遭腰斩。

综合金融领域仅有4笔融资，但融资金额高达192亿元，原因在于京东金融在7月份获得了B轮

130亿元的融资。网贷、理财紧随其后，分别获38笔和25笔融资。



一、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1. 编制方法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

1）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数除微信指数外各指标的基期均为2016年1月，基准值为100；微信指数的基期是2017年1月，权重调整见小括号里面的数值，基准值亦为100；

2）统计数据基于股权投资事件，不包括并购、债权投资、ICO融资以及IPO上市后的融资；

3）由于数据可能有所遗漏或失误，零壹财经会根据当前信息对往期指数进行追溯调整。

二级
指数

二级指数
占上级指数

权重

三级
指数

三级指数
占上级指数

权重

四级
指数

四级指数
占上级指数

权重
编制依据

投融资
指数

60%
 

投融资活跃度 50%
融资笔数 50% 零壹投融资

数据库融资金额 50%

投融资成熟度 50%
获C轮及以后

轮融资/上市公司占当期
获融资公司总数的比例

100%  

社会认知
指数 40%

百度搜索 40%（30%）

Fintech 60%

百度金融科技 30%

互联网金融 10%

谷歌趋势 60%（40%） Fintech 100% 谷歌

微信指数 0%（30%）
Fintech 60%

微信金融科技 30%
互联网金融 10%

零壹GFI（Global 

Fintech Index）是零

壹财经▪零壹智库于

2017年1月推出的国内

首个金融科技指数，主

要包括投融资活跃度、

投融资成熟度、社会认

知度等指标。该指数以

2016年1月为基期，基

数为100，每月发布。

表1   零壹财经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编制方法表



2018年，零壹GFI在6月达到峰值266（纳

入微信后为254）后开始下降；8月降至今

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169（纳入微信指数

后为152）。

9月，零壹GFI回升至186（纳入微信指数

后为167）。2018年1月至今，零壹GFI呈

“V”型周期性变化（3个月为一周期）。

零壹GFI走势（ 2016Q1-2018Q3 ）

2. 指数整体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以来，投融资指数波动较大，

3、6月份创下两个峰值，分别为256

和294。8月份为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

低值128，9月有所回升。

第三季度社会认知指数略有下滑，9

月份为223，同时也达到2017年3月

以来的最低值。

零壹GFI-投融资指数、社会认知指数（ 2016Q1-2018Q3）

3. 二级指数——投融资指数和社会认知指数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投融资笔数逐月

下降，致使投融资活跃度呈递减趋势。

9月较8月下降幅度不大，原因在于笔数

有下降的同时金额环比增长97.8%。

9月份投融资成熟度则达到了今年以来

的最高值——142。主要原因是，投融

资笔数下降，但其C轮以上笔数波动不

明显。9月C轮以上的投融资笔数为13笔，

占总轮次的17.8%，为今年最高占比。

零壹GFI-投融资成熟度、活跃度指数（ 2016Q1-2018Q3）

4. 三级指数——投融资成熟度和活跃度指数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二、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详情



1. 2018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笔数与总额

26笔25笔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外币以各笔融资公开当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外汇交易开盘时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下文不再赘述。

据零壹数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科技领域至少发生329笔股权融资事件，同比增长88%，环比小幅增长5%左右；

涉及资金总额约763亿元，同比增长111.4%，环比下降50.5% 。第三季度内，全球投融资笔数逐月下降，但融资总额在9月份有

较大回升。9月，海外投融资金额自今年3月份以来首次超过中国。

中国

海外

共763亿元



2. 2018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走势

整体来看， 2017年一季度以来全球金融

科技企业融资金额自呈直线增长（2018

年6月蚂蚁金服获943亿元融资，因此Q2

较为特殊）。2018年以来融资笔数有大

幅攀升，并在第三季度达到了历史峰值

329笔。

第三季度投融资金额为763亿元，为历史

第二高值，同比增长111.4%，环比下降

50.5% 。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2016Q1-2018Q3）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3.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金融科技融资事件为186笔，占全球总数的56.5%；美国和印度分别以34笔和29笔位列其后，其次是新加坡

为20笔，英国为15笔。从融资金额来看，中国486亿元占到全球融资总额的63.7%；排在后面的为美国154亿元；荷兰、德国、哥

伦比亚虽笔数较少，但融资金额均较大。其他的36个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5.4亿元）、奥克兰（2.7亿元）、法国（1.6亿元），

马来西亚（1.6亿元）、印度尼西亚（1.4亿元）、尼日利亚（1.4亿元）之外，均不超过1亿元。 。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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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
3. 1  2018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各月占比

3.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笔数地域各月占比
（单位：%）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金额地域各月占比
（单位：%）

2018年第三季度，在融资笔数和金额上，中国均占全球比例的半数以上。7月份由于京东金融获130亿元融资，融资金额占
比高达81.1%；9月份，美国自今年3月份以来占比首次超过中国。整体看来，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总融资笔数和总金额
各月均占全球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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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科技公司融资在A轮及其之前的共有146笔，相应融资金额为64亿元；C轮及以后的融资记录有38笔，

占总事件的11.6%。其中，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在C轮及其以后的融资有19笔，占全球总数50%；美国紧随其后，共有8笔。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2018年Q3有1笔新三板投融资（皖江金租），未计入轮次统计，下同。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种子/天使

Pre-A

A

A+

B（含B、B+）

C

C+

D轮及其以后

IPO（含Pre-IPO、IPO）

战略投资



4.1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各月占比

种子/天使

A（含Pre-A、A、A+）

B（含B、B+）

C（含C、C+）

D轮及其以后

IPO（含Pre-IPO、IPO）

战略投资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融资金额，单位：%）

2018年第三季度，A轮及其以前的融资笔数各月几乎均占45%左右，但其融资金额占比较小，仅10%左右。7月B轮融资金
额占比达47.9%，原因在于京东金融在B轮获130亿元融资；8月IPO轮融资金额占比高达51.2%，因为比特大陆获Pre-IPO
轮次10亿美元融资。



5. 2018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2018年第三季度，区块链和网贷领域仍备受投资者青睐，分别斩获162笔和38笔融资，相应融资金额分别为114亿元和138亿元。

紧随其后的是理财（25笔）、支付（24笔）、和汽车金融（16笔）；综合金融笔数虽然较少，但融资总额高达192亿元，占整体

25.2%。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平台可能涉足多个领域，为了方便统计，我们根据其业务侧重点进行划分，每家平台仅对应一个类别。

综合金融

网贷

区块链

理财

汽车金融

支付

互联网保险

证券

第三方

其他



5.1  2018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各月占比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 ）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融资金额，单位：%）

2018年第三季度，区块链领域所获融资笔数仍占较大比重，8月占比更是高达59.2%，但其对应的融资金额占比不大，除8月份
外均不超过5%（8月比特大陆获10亿美元融资）。网贷领域投融资金额占比在9月份达到了今年的最大值34.6%，原因在于小
赢科技IPO融资1.045亿美元。

支付

理财

网贷

互联网保险

区块链

证券

汽车金融

其他



6. 区块链热度持续攀升——中美笔数差别巨大，金额相当6. 区块链：新一轮监管整治来临，9月融资遭腰斩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月度走势（201801-201809）

2018年以来，区块链领域融资热度持续

攀升，6-8月融资事件均超过60笔。8月

下旬，腾讯封停多家知名区块链媒体，

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等发布的风险提示

也拉开了新一轮监管整治帷幕，资本闻

风而动。9月区块链领域融资笔数遭腰斩，

降到了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27笔，融

资金额仅为7.9亿元。

特别的，8月份比特大陆获Pre-IPO轮融

资10亿美元，使得当月融资金额仍达到

了今年的峰值89.8亿元。



6. 1 区块链：中国投融资笔数金额占比较大

2018年第三季度，区块链领域共获162笔融资。其中美国和中国所获投融资笔数为118笔，合计占全球总数的72.8%。中国在区块

链领域获投融资86亿元（占76.1%），占比首次超过70%。

2018年Q3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Q3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平台可能涉足多个领域，为了方便统计，我们根据其业务侧重点进行划分，每家平台仅对应一个类别。

中国

美国

新加坡

英国

其他



6.2 区块链：早期融资为主，种子/天使轮笔数占35%

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科技区块链领域种子/天使轮融资共有56笔，占所有轮次的34.5%；融资总额为7亿元，仅占所有轮次的

6.2%。区块链虽然吸引了众多企业和资本的加入，但整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

2018年Q3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Q3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注：平台可能涉足多个领域，为了方便统计，我们根据其业务侧重点进行划分，每家平台仅对应一个类别。

种子/天使

Pre-A

A

B

C

IPO

战略投资



三、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20榜单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20排行榜（按融资金额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序号 平台名称 国家 业务标签 融资金额 轮次 主要投资方

1 京东金融 中国 综合金融 130亿人民币 B 中金资本，中银投资，中信建投资本，中信资本

2 Prodigy Finance 美国 网贷 10亿美元 战略投资 Goldman Sachs高盛，Deutsche Bank，三井住友

3 比特大陆 中国 区块链 10亿美元 Pre-IPO 腾讯，中金公司，软银中国

4 长城资产 中国 综合金融 50亿人民币 战略投资 大地保险，中再产险

5 大搜车 中国 汽车金融,第三方 5.78亿美元 Pre-IPO 春华资本Primavera，晨兴资本，阿里巴巴，ClearVue锴明投资，中俄投资基金，昊翔资
本，领沨资本，阳光保险，宜信财富，帕拉丁股权投资

6 皖江金租 中国 理财 29.82亿人民币 新三板 安徽交投

7 Hollard 荷兰 互联网保险 3.28亿美元 战略投资 Tokio Marine

8 Stripe 美国 支付 2.45亿美元 E
Tiger Global Management，DST Global Solutions，Thrive capital，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KPCB全球)，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Sequoia Capital（红杉海外）

9 Portal Finance 哥伦比亚 网贷 2亿美元 A BTG Pactual

10 兴业信托 中国 大数据,证券 11.56亿人民币 战略投资 厦门国贸控股



2018年Q3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20排行榜（按融资金额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序号 平台名称 国家 业务标签 融资金额 轮次 主要投资方

11 连连数字 中国 支付 10亿人民币 战略投资 红杉资本中国

12 Shift 美国 汽车金融 1.4亿美元 D Highland Capital Partners，Goldman Sachs高盛(国外)，宝马金融，利西亚车行，Alliance 
Ventures

13 挖财网 中国 理财 1.4亿美元 D 华平投资，启明创投，东英金融

14 雪球 中国 第三方 1.2亿美元 D 蚂蚁金服

15 51信用卡 中国 综合金融 9.31亿港元 IPO 　

16 美国Toast 美国 支付 1.15亿美元 D T. Rowe Price，Tiger Global Management，Lead Edge Capital，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17 小赢科技 中国 网贷 1.045亿美元 IPO 　

18 DFINITY 未知 区块链 1.02亿美元 战略投资
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Polychain Capital，丰元创投Amino Capital，SV Angel，

Aspect Ventures，Polychain Capital，Scalar Capital，KR1，Village Global，Multicoin 
Capital

19 Deposit Solutions 德国 理财,第三方 1亿美元 战略投资 e.ventures，Kinnevik，Vitruvian Partners，Kinnevik AB

20 Root Insurance 美国 互联网保险,汽车金融 1亿美元 D Tiger Global Management(老虎国外)，Redpoint Ventures红点全球基金，Scale Venture 
Partners，Ribbit Capital



关于我们

零壹财经
零壹财经是专业的新金融成长服务机构，建立了媒体+数据+研究+智库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架构，拥有新媒体、零壹智库等服务平台。 

零壹财经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发起单位并任宣传教育专委会主任单位、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成员机构、

湖北融资租赁协会副会长单位、微金融50人论坛特邀成员机构、跨界创新组织COIN执委机构。

零壹媒体
零壹财经具备专业的新金融媒体服务平台，包括新金融门户网站（01caijing.com）和强大的自媒体平台，为新金融提供专业的内容建设

和传播服务；旗下包含“零壹财经”、“爱有财”、“零壹融资租赁简报”、“P2P日报”、“金羊毛工作坊”、“消费金融观察”、

“fintech前线”、“零壹研究”等自媒体品牌。 

零壹智库
零壹智库是零壹财经旗下新型的研究服务平台，坚持独立、专业、开放、创新的价值观。包含零壹财经华中新金融研究院，零壹研究院

等研究机构，并建立了多元化的学术团队，通过持续开展金融创新的调研、学术交流、峰会论坛、出版传播等业务，服务新金融机构，

探索新金融发展浪潮。

作者
图文：张佳旭、周健权        审核：赵金龙                指数设计：孙爽



关于我们

零壹研究院
零壹研究院以数据和案例为基础，进行新金融前沿理论和实务研究。零壹研究院数据中心（零壹数据）已建成Fintech、P2P借贷、众筹、

融资租赁等新金融领域的强大数据库，形成了可动态量化分析的数据产品。

华中新金融研究院
华中新金融研究院是成立于武汉、面向全国、沟通国际的学术交流平台，包含融资租赁研究中心、汽车金融研究中心、金融科技投融资

研究中心等垂直研究中心。由武汉市金融工作局担任指导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担任研究院院长。 

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
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简称“零壹融资租赁”）是华中新金融研究院旗下新锐的融资租赁研究机构，运营专业的融资租赁垂直媒体，

关注和探索融资租赁与互联网的结合。为融资租赁从业者和使用者服务：提供及时的专业资讯、深度解析、研究报告和高质量的线下活

动。服务载体包括：零壹融资租赁网（www.01leasing.com），微信公众账号“零壹-融资租赁简报”等。



关注我们

零壹租赁智库

Fintech前线

零壹独角兽

消费金融观察

零壹财经

金羊毛工作坊

P2P日报

01Binary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零壹财经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的完整著作权为我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包括

但不限于复制、转载、编译或建立镜像等。 

市场推广
华北

高立杰                                          田洪屹

18612238376（微信同）             15101005688（微信同） 

gaolijie@01caijing.com               tianhongyi@01caijing.com 

华东

吴琼                                              彭强

13918097081（微信同）              15026788468（微信同）

wuqiong@01caijing.com             pengqiang@01caijing.com 

华中                                             华南

余旖旎                                            张雨

15871761031（微信同）               18601368458（微信同）

yuyini@01caijing.com                   zhangyu01@01caijing.com 

www.01ca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