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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零壹GFI继续走低，降至155，为今年的第二低值（2月份

135为最低值），同比下降25.2%，环比下降8.5%；纳入微信指数后的

GFI为138，同为2018年的第二低值（2月份114为最低值），同比下降

28.0%，环比下降9.0%。

11月全球金融科技企业融资笔数有所回升，共发生75笔融资事件，虽相

比上月增长了59.6%，但涉及金额仅为82.6亿元，为今年最低值。其中，

中国33笔，融资金额约为20.0亿元。美国金融科技公司获11笔投融资，

共22.6亿元。11月C轮及其以上的融资有8笔。

11月融资笔数超两位数的仅有区块链和支付领域，分别获26笔（11.2亿

元）、11笔（21.1亿元）融资。互联网保险领域获8笔融资，但融资金额

最高，达2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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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零壹GFI在上个月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至155，为本年度的第二低值（最低谷为

今年2月份的135），同比下降25.2%，环

比下降8.5%。

纳入微信指数后，11月份的零壹GFI为

138，同样为本年度的第二低值（2月为历

史最低值114） ，同比下降28.0%，环比

下降9.0%。

零壹GFI走势（ 201601-201811 ）

2. 指数整体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11月投融资指数降至110，为今年3月

份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降12.5%，

原因在于投融资笔数虽较上月有所提

升，但金额较上月下降了28.0%，且

成熟度大幅下降。全球已披露的金融

科技融资事件共有75笔；融资总额约

为82.6亿元，为今年融资金额的最低

值。

10月社会认知指数降至今年的最低值

221，其中谷歌指数无波动，微信指

数小幅下降至71，百度指数降至今年

最低值295。

零壹GFI-投融资指数、社会认知指数（ 201601-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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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至10月一直

处于下降的状态，11月投融资活跃度小

幅度的回升至133，环比增长32.0%。

11月投融资成熟度大幅跌至88，环比下

降42.5%（10月投融资成熟度为今年以

来最高的值153）。11月C轮以上的融

资笔数为8笔，占总融资笔数的10.7%

零壹GFI-投融资成熟度、活跃度指数（ 201601-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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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融资笔数有所回升，但融资总额较上月减少。据零壹数据统计，2018年11月全球金融科技领域仅发生75

笔投融资事件；涉及资金总额约82.6亿元，为2018年最低金额，环比下降28.0 %，同比下降62.9%。C轮以上投融资笔数为8笔，其中

中国仅为2笔。

中国

海外

共75笔 共82.6亿元



2.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

2018年11月，共发生75笔金融科技投融

资事件，虽相对于10月有大幅度提升

（增长59.6%），但涉及金额仅为82.6

亿元，为2018年以来最低值，环比下降

28.0%，同比下降62.9%，笔均金额为

今年以来最低的1.1亿元。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月度走势（201601-201811）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3.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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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笔，占全球总数的44.0%；美国、印度分别以11笔和8笔位列

其后。从融资金额来看，中国为20.0亿元，占到全球融资总额的24.2%；美国共获得22.6亿元融资（占总体的27.4%）；菲律宾虽仅有一

笔投融资，但金额高达14.9亿元（Voyager Innovations获战略投资2.15亿美元），占整体18.0%。其他中所包含的国家，仅法国融资金

额超过1亿元。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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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地域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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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11月全球金融科技领域A轮及其之前的融资共有34笔，占当月总数量的45.3%，相应融资金额为16.0亿元，占当月总数的19.4%；

C轮及以后的融资记录为8笔，占总事件的10.7%。从国家角度来看，C轮及其以后的融资笔数，中国共有2笔（占中国总融资笔数

6.1%）；美国和印度同样为2笔但相应占比分别为18.2%和25%；新加坡与英国虽仅为1笔，但占比分别为33.3%和14.3%；整体看

来，中国的投融资笔数虽较多，但成熟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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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轮次分布
（按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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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11月获投融资笔数超两位数的仅有区块链和支付领域，分别获26笔（11.2亿元）、11笔（21.1亿元）融资。互联网保险领域获8笔

融资，但融资金额为11月最高，达为22.0亿元。网贷领域得11笔，共18.0亿元，11月投融资TOP10中，有4笔都来自于网贷领域—

—中和农信获C轮投融资6亿人民币、小牛在线获A轮投融资4亿人民币、微贷网获IPO轮投融资4500万美元、Veritas Finance

获2700万的D轮融资。其他中的各领域，融资金额均未超过1亿元。

2018年11月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领域分布
（按融资笔数，单位：笔）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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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保险

支付

网贷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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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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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热度小幅回暖——融资笔数增长，但笔均金额较上月下降

资料来源：零壹数据 

全球区块链领域投融资月度走势（201801-201811）

11月，区块链领域投融资笔数停止下滑，

小幅度提升至26笔，环比增长44.4%；

区块链领域融资笔数虽有所上涨，但总

金额却降至11.2亿元（为2018年的第二

低值），环比下降52.5%。

其中，BitFury获8000万美元战略投资；

kucoin获2000万美元A轮融资。



6. 1 区块链热度小幅回暖——荷兰获融资金额占比达49.6%

2018年11月，区块链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下降，共获26笔融资，涉及金额仅为11.2亿元；其中，中国所获投融资笔数为12笔，占全

球总数的46.2%，融资金额为3.7亿元（33.0%）；美国获得7笔融资，融资金额为1.8亿元，占整体16.1%。荷兰虽仅获得一笔投融

资，但融资金额为本月最高的5.6亿元（BitFury获8000万美元战略投资）。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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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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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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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区块链热度小幅回暖-A轮及以前笔数占42.3%，首次占比未超过半数

11月，全球金融科技区块链领域的投融资事件26笔，发生在种子/天使轮、A轮（含Pre-A）及战略投资；其中A轮及其以前的融资共

有11笔，占所有轮次的42.3%，首次占比未超过50%，融资总额为3.3亿元；战略投资总融资金额占比较大，共获7.9亿元，占总体

64.8%。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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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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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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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TOP10榜单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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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yager Innovations 菲律宾 支付 2.15亿美元 战略投资 腾讯，IFC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KKR

2 Bright Health 美国 互联网保险 2亿美元 C
Redpoint Ventures红点全球基金，NEA恩颐投资，Greycroft Partners，Greenspring Associates，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Declaration Partners，Town Hall 
Ventures，Cross Creek Advisors，Flare Capital

3 中和农信 中国 网贷 6亿人民币 C 睿思基金，仁达普惠

4 BitFury 荷兰 区块链 8000万美元 战略投资 Korelya capital

5 Clearbanc 加拿大 理财 7000万美元 A Emergence Capital Partners，8VC，Founders Fund，Social Capital Partners，CoVenture

6 Hippo 美国 互联网保险 7000万美元 C Felicis Ventures，Comcast Ventures，GGV纪源资本，Horizons Ventures维港投资，Lennar 
Corporation，Fifth Wall Ventures

7 小牛在线 中国 网贷,理财 4亿人民币 A 中创协母基金

8 微贷网 中国 网贷 4500万美元 IPO 　

9 Amazon Pay 印度 支付 3000万美元 D Amazon亚马逊

10 Veritas Finance 印度 网贷 2700万美元 D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CDC Group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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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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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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