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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零壹GFI持降至169，与8月份同为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

值，同比下降8.0%，环比下降9.1%；纳入微信指数后的GFI为152（同为

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同比下降5.6%，环比下降9.0%。

10月全球投融资整体表现低迷，仅发生47笔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涉及

金额为114.8亿元。其中，中国24笔，融资金额约为53.8亿元。美国金融

科技公司获7笔投融资，共52.3亿元。10月C轮及其以上的融资有9笔，C

轮笔数占比为今年最高值19.1%。

10月仅有区块链领域获融资笔数超过2位数，为18笔（23.6亿元）融资。

互联网保险领域虽仅获1笔融资，但融资金额高达为2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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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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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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发布一次。

表1   零壹财经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编制方法表



10月零壹GFI在上个月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至169，与8月份同为2018年3月份以来的

最低值（2月为135），同比下降8.0%，

环比下降9.1%

纳入微信指数后，10月份的零壹GFI为

152，与8月份同为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

值（2月为历史最低值114） ，同比下降

5.6%，环比下降9.0%。

零壹GFI走势（ 201601-201810 ）

2. 指数整体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10月投融资指数降至126，为今年3月

份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降21.7%，

原因在于投融资笔数和金额均较上月

有较大幅度下降。全球已披露的金融

科技融资事件共有47笔，较9月下降

35.6%；融资总额约为114.8亿元，环

比下降58.0%。

10月社会认知指数为234，较上月有

小幅度的提升。

零壹GFI-投融资指数、社会认知指数（ 201601-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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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融资活跃度自今年6月份达到峰值486

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10月份投

融资活跃度，更是降到了今年3月份以

来的最低值101，环比下降43.6%。

10月投融资成熟度达153，为2018年最

高值。原因在于，10月C轮以上的融资

笔数虽仅为9笔，但由于其总融资笔数

仅为47笔，因此C轮以上融资笔数占比

达今年以来的最高值19.1%。

零壹GFI-投融资成熟度、活跃度指数（ 201601-201810）

4. 三级指数——投融资活跃度和成熟度指数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二、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详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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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表现低迷。据零壹数据统计，2018年10月全球金融科技领域仅发生47笔投融资事件；涉及资金总额约

114.8亿元，同比下降5.3%，环比大幅下降58.0 %。C轮以上投融资笔数为9笔，其中中国为5笔。

中国

海外

共47笔 共114.8亿元



2.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

2018年10月，全球投融资整体情况低迷，

共发生47笔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为今

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仅比今年2月份

多3笔），环比下降35.6%。

共涉及金额为114.8亿元，同为今年3月

份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降58.0%。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201601-201810）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3.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10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主要发生在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国。中国为24笔，占全球总数的51.1%；美国、印度分别以7笔和3笔位列

其后。从融资金额来看，中国53.8亿元占到全球融资总额的46.9%。美国虽仅获得7笔融资（占总体的14.9%），但其融资金额高达52.3

亿元，占全球融资总额的45.6%，笔均金额较高。其他中所包含的8个国家，未有一个融资金额超过1亿元。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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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中国

美国

印度

瑞典

菲律宾

其他



4.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10月全球金融科技领域A轮及其之前的融资共有27笔，占当月总数量的57.4%，相应融资金额为30.9亿元，占当月总数的27.0%；

B轮（含B+）虽仅有3笔融资，但融资金额高达36.2亿元（Devoted Health 获B轮3亿美元融资、花生好车获B轮2.1亿美元融资）；

C轮及以后的融资记录为9笔，占总事件的19.1%，为今年以来的最高占比；其中，中国、美国和印度金融科技公司在C轮及其以后

的融资均笔数分别为5笔、1笔、2笔。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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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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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A+）

B（含B+）

C

C轮以后

IPO

战略投资



5.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10月仅有区块链融资笔数超过两位数，为18笔（占总体38.3%）；融资金额为23.6亿元（占总体20.6%）。紧随其后的为支付（8

笔）、网贷（7笔）、汽车金融（6笔）；所获金额分别为3.9亿元、12.7亿元、28.9亿元。互联网保险领域虽仅获1笔融资，但融资

金额高达为20.9亿元（ Devoted Health 获B轮3亿美元融资）。

2018年10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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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金融

区块链

互联网保险

供应链金融

网贷

消费金融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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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热度持续下降——融资笔数下降，金额较上月增长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月度走势（201801-201810）

区块链领域融资笔数自今年6月份达到峰

值74笔以来持续下降，10月达到了今年

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18笔，较上月减少9

笔，降幅为33.3%；但融资总额较9月大

幅增长，为23.6亿元，增长198.7%。

其中，CoinTracker获2.25亿美元A轮融

资。



6. 1 区块链热度维持下降——美国获融资金额占比高达84.7%

2018年10月，区块链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下降，共获18笔融资；其中，中国所获投融资笔数为8笔，全球总数的44.4%，但融资金额

仅为1.3亿元（5.5%）；美国虽仅获得2笔融资，但融资金额高达20.2亿元，占整体84.7%（ CoinTracker获2.25亿美元A轮融资）。

中国虽笔数较多，但笔均金额较少，整体看来成熟度仍需进一步发展。

2018年10月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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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美国

瑞典

其他



6.2 区块链热度持续下降-早期融资为主，A轮及以前笔数占66.7%

区块链整体受监管整治影响较大，热度下降。10月，全球金融科技区块链领域的投融资事件仅有18笔，集中发生在种子/天使轮、A

轮及战略投资；其中A轮及其以前的融资共有12笔，占所有轮次的66.7%；融资总额为23.2亿元，占比高达98.3%，原因在于

CoinTracker获2.25亿美元A轮融资。

2018年10月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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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战略投资



三、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10榜单



2018年10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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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ted Health 美国 互联网保险 3亿美元 B 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Premji Invest，Uprising

2 CoinTracker 美国 区块链 2.25亿美元 A 　

3 联易融 中国 供应链金融 2.2亿美元 C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微光创投，泛海投资，创维集团，普洛斯GLP，
正心谷创新资本，中信资本，腾讯

4 花生好车 中国 汽车金融 2.1亿美元 B 高盛集团(中国)，京东数科，峰瑞资本，凯欣资本，指数资本（财务顾问）

5 瓜子二手车 中国
消费金融
汽车金融

1.62亿美元 C+ 天图投资，诺伟其创投，DST，CKE

6 Brex 美国 网贷 1.25亿美元 C DST Global Solutions，Infinity Venture Partners，Greenoaks Capital Management

7 Akulaku 中国 消费金融 0.7亿美元 C 凡普金科，启明创投，Sequoia Capital（红杉海外），
BlueSky Venture Capital，华兴资本（财务顾问）

8 Algorand 美国 区块链 0.62亿美元 A Union Square Ventures，招商银行，Eterna Capital

9 品钛 中国 综合金融 0.44亿美元 IPO 未知

10 Droom 印度 汽车金融 0.33亿美元 E Joe Hi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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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报告撰写：张佳旭、周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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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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