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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的背景  
 
 

⾦金金融机构：
零售业务成银⾏行行增⻓长点，
股份⾏行行零售业务占⽐比已
达50%，营收1%投⼊入
科技研发，科技装备竞
赛升级

⾦金金融科技公司：
从互联⽹网⾦金金融到⾦金金融科
技，⾏行行业监管从严，制
度套利利期结束，开始真
正⽐比拼科技兵器器

开放与连接：
5G、区块链等基础设
施的搭建，新⾦金金融进
⼊入全⾯面数字化阶段，
开放和连接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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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  
⾦金金融机构的科技化进程  

商业
银⾏行行
科技
变⾰革

1.0 2.0 3.0 4.0 x.0

电⼦子银⾏行行 ⽹网络银⾏行行 移动银⾏行行 数字银⾏行行 未来银⾏行行

ATM 基于⽹网络的银⾏行行 智能⼿手机APP应⽤用 全渠道银⾏行行 智慧银⾏行行

电话银⾏行行 账单⽀支付 ⽹网点规模缩⼩小 ⼤大数据应⽤用 平台银⾏行行

信⽤用卡与借记卡主导 在线财富管理理 移动存、贷、汇、融 区块链⽅方案 ⽣生态银⾏行行

PC端个⼈人银⾏行行 数字信⽤用卡 移动⽀支付、账户、理理财 实时点对点⽀支付

数据来源：蚂蚁⾦金金服⾦金金融科技



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  
⾦金金融机构直接成⽴立⾦金金融科技⼦子公司

银⾏行行/⾦金金融
集团

⾦金金融科技
⼦子公司

成⽴立时间 公司情况 业务描述

兴业银⾏行行 兴业数⾦金金
2015年年12
⽉月

由兴业银⾏行行持股51%，三家上市公司
⾼高伟达、⾦金金证科技、新⼤大陆作为战略略
股东分别持股10%，并实施员⼯工持股

1.为中⼩小银⾏行行、⾮非银⾏行行⾦金金融机构、中⼩小企业提供全
⽅方位⾦金金融信息云服务；2.打造开放银⾏行行平台；3.服
务兴业银⾏行行集团，做好集团信息科技⼒力力量量的补充。

平安集团
⾦金金融壹账
通

2015年年12
⽉月

平安集团孵化
为银⾏行行、保险、投资等全⾏行行业⾦金金融机构提供智能营
销、智能产品、智能⻛风控、智能运营等端到端的解
决⽅方案。

招商银⾏行行 招银云创 2016年年2⽉月 招商银⾏行行的全资⼦子公司

1.全⽅方位整合招银系⾦金金融领域的服务能⼒力力； 
2、将招银系的⾦金金融科技云服务化，向⾦金金融同业机构
输出，同时将招银系的⾦金金融服务能⼒力力⼀一并进⾏行行内嵌
式输出。

光⼤大银⾏行行 光⼤大科技
2016年年12
⽉月

由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
银⾏行行共同发起

⽬目前致⼒力力于实现集团信息化，提升集团整体信息科
技⽔水平，未来为光⼤大集团成员企业、合作伙伴以及
中⼩小⾦金金融机构提供更更精准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建设银⾏行行 建信⾦金金科 2018年年4⽉月 建⾏行行旗下全资⼦子公司
以服务建⾏行行集团及所属⼦子公司为主，并开展科技创
新能⼒力力输出。

⺠民⽣生银⾏行行 ⺠民⽣生科技 2018年年5⽉月 ⺠民⽣生旗下全资⼦子公司
为⺠民⽣生银⾏行行集团、⾦金金融联盟成员、中⼩小银⾏行行、⺠民营
企业、互联⽹网⽤用户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金金融
综合服务，共同打造科技⾦金金融⽣生态圈。

数据来源：零壹财经根据公开资料料整理理



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
⾦金金融机构直接参股科技公司  
 
 投资参股技术公司，五⼤大⾏行行涉⾜足⼈人⼯工智
能公司投资
投资参股是指银⾏行行⼊入股已经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金金融科技
公司，特别是技术类公司，以形成更更紧密的业务互补关系，
这些核⼼心的技术公司往往在⾦金金融领域未来有⼴广泛应⽤用，⽐比
如⼈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以在业务上形成快速协同。

⽐比较典型的案例例包括⼈人⼯工智能公司第四范式和⼈人脸识别公
司依图科技。

2018年年12⽉月，第四范式宣布近期完成C轮融资，融资⾦金金额
超过10亿元，其中新晋投资⽅方农业银⾏行行、交通银⾏行行。此
前，其投资⽅方还包括了了⼯工商银⾏行行、中国银⾏行行、建设银⾏行行的
相关投资公司。

2018年年7⽉月，依图科技宣布新⼀一轮1亿美元融资，⾄至此，其
投资⽅方中包含了了兴业银⾏行行、⼯工商银⾏行行、浦发银⾏行行等相关投
资公司。

公开融资时间 轮次 资额 投资⽅方

2018年年12⽉月 C 10亿⼈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三峡鑫泰，保
利利资本，国新启迪，交通银
⾏行行，中国农业银⾏行行，中信银⾏行行

2018年年1⽉月 B+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行、中国银⾏行行、中
国建设银⾏行行

2017年年12⽉月 B 未知 元⽣生资本，众为资本，光控众
盈新产业基⾦金金，红杉资本中
国，领沨资本，昊翔资本

2016年年11⽉月 A 100万美元 创新⼯工场，峰尚资本，红杉资
本中国

2015年年10⽉月 种⼦子/天使 100万⼈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

公开融资时间 轮次 资额 投资⽅方

2018年年7⽉月 C+ 1亿美元 兴业资管-兴业证券
2018年年6⽉月 C+ 2亿美元 ⼯工银国际，⾼高成资本，浦银国

际

2017年年5⽉月 C 3.8亿⼈人⺠民币 ⾼高瓴资本，云锋基⾦金金，红杉资
本中国，⾼高榕资本，真格基⾦金金

2016年年6⽉月 B 1000万美元 云锋基⾦金金

2014年年12⽉月 A 100万美元 红杉资本中国，⾼高榕资本

2013年年8⽉月 种⼦子/天使 100万⼈人⺠民币 真格基⾦金金

数据来源：零壹财经



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
⾦金金融机构与⾦金金融科技公司合作  
 
  银⾏行行与⾦金金融科技公司合作，

BATJ分别绑定⼀一家⼤大⾏行行

银⾏行行与⾦金金融科技公司合作，包括与⾦金金融科
技公司战略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联合成
⽴立⼦子公司，以及向⾦金金融科技公司购买服务
等。

深度合作以2017年年达到⾼高峰。到2017年年，
BATJ分别与四⼤大国有银⾏行行达成战略略合作，
相⽐比此前，银⾏行行与BATJ的合作已经⾛走向深
度“捆绑”，从战略略、平台、和系统等多⽅方
⾯面进⾏行行对接。除了了BATJ，其他⾦金金融科技公
司及技术型公司，也加⼊入到银⾏行行的服务竞
逐中，并以中⼩小型银⾏行行为主要的业务合作
⽅方向。

互联⽹网公
司

银⾏行行 合作时间 战略略合作内容

阿⾥里里巴巴 建设银⾏行行
2017年年3
⽉月

在信⽤用卡线上开卡、线上线下渠道业务合作、电⼦子
⽀支付业务合作以及信⽤用体系互通等⽅方⾯面开展合
作，“共同探索商业银⾏行行与互联⽹网⾦金金融企业合作创

新模式”。

京东 ⼯工商银⾏行行
2017年年6
⽉月

双⽅方将在⾦金金融科技、零售银⾏行行、消费⾦金金融、企业信
贷、校园⽣生态、资产管理理、个⼈人联名账户等领域展

开全⾯面合作。

百度 农业银⾏行行
2017年年6
⽉月

⾦金金融科技、⾦金金融产品和渠道⽤用户，百度将利利⽤用⼈人脸
识别、⼈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深度

融合的智慧⾦金金融。

腾讯 中国银⾏行行
2017年年6
⽉月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共建云端⾦金金融、智能与科技⾦金金融。

数据来源：零壹财经根据公开资料料整理理



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 | 兵器器谱访谈录  
 
  蚂蚁⾦金金服副总裁刘伟光：

2020年年内将有超过50%的银⾏行行会完成新⼀一代架构改造，迎接全⾯面的数字⾦金金融时代。在数
字⾦金金融时代，“数字化半径”=“业务迭代半径”，银⾏行行更更加注重“数字化⽣生态连接”的建设，
以获得更更多的业务场景和流量量。数字化成熟度⾼高的银⾏行行将率先完成“乐⾼高式银⾏行行”，整合
内、外部业务资源，形成“APPStore”的运营模式。

众安科技CEO陈玮
⾦金金融科技分为系统化、数据化和智能化三个阶段。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认识到，B2C的数
字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了。在⾏行行业共同努⼒力力下，B2B市场在3到5年年⼀一定会爆发，并且需
求是多样化，差异化的。 

腾讯⾦金金融科技FIT罗浩：
现在⼈人⼯工智能都是⽤用在⾦金金融的周边，包括理理赔也好，客服也好。我认为要进⼊入它的核⼼心，
譬如说智能的理理财、借贷，这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AI肯定要进⼊入到⾦金金融的核⼼心领域，未
来才能产⽣生⼀一个更更⼤大的价值。



中国⾦金金融业装备竞赛的参与机构⽣生态  



中国⾦金金融科技兵器器库公司分布  
 

应⽤用分类

基础架构 数字化⻛风控 数字化营销 数字化运营 智能办公

安全防护 智能反欺诈 智能营销 智能客服 ⾃自动化办公

灾难备份 身份认证 渠道管理理 智能质检 移动化办公

数据存储 智能催收 智能投顾

系统建设 ⻛风险预警 ⽤用户体验

流程优化

智慧⽹网点

技术分类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移动互联⽹网 ⽣生物科技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库收录了了
5366家⾦金金融科技公司，这些公司
数据绝⼤大多数以互联⽹网公开渠道
获得。 

营销、⻛风控和运营是⾦金金融科技最
⼴广泛的应⽤用场景，也是最激烈烈的
领域。不不少⾦金金融科技公司都是从
⻛风控或运营的单⼀一优势出发，再
进⾏行行相关业务的拓拓展。⽽而在技术
维度，⼤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是被运⽤用最多的技术，但⻔门槛
和独特性也可能并不不⾼高。 
  
从地域分布看，⾦金金融科技公司依
然以北北京、⼴广东和上海海为主，三
地均有1000家以上数量量的公司收
录。

0.1698

0.4889

0.2492

数字化⻛风控 数字化营销
数字化运营 基础架构
智能办公

0.2495

0.142

0.4836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 移动互联⽹网 ⽣生物科技

北北京 上海海 ⼴广东 浙江 江苏 四川

176205
463

10681017

1734

中国⾦金金融科技兵器器库公司分布  
 
 

数据来源：零壹财经



零壹⾦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评选  

⾦金金融科技公司数量量众多，业务创新性强，前沿性强，应⽤用分类复杂，并且与技术深度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
⾏行行业参与者很难对⾦金金融科技公司进⾏行行客观的评价，在合作过程中试错成本⽐比较⾼高。

基于此，为了了更更加全⾯面和透明的反映⾦金金融科技公司的综合实⼒力力、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力，为⾏行行业参与者提供⼀一定
的决策参考，零壹财经成⽴立了了⾦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评选排名项⽬目。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名是基于零壹智库原创评价体系，通过企业调研与公开资料料对⾦金金融科技公司创新、产品和服
务等能⼒力力进⾏行行综合评判，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产品能⼒力力、组织能⼒力力、资源能⼒力力、企业资质以及融资能⼒力力等。

此外，在上述五个评价指标外，零壹智库还参考了了品牌和受众评选维度，采纳⽹网络票选和百度搜索指数数据，
形成第⼀一期研究成果。并且，后续还会继续对指标进⾏行行迭代和完善，使得数据和指标更更加合理理公正。

⾦金金融科技公司评选的⽬目的

⾦金金融科技公司评选指标



零壹⾦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评选详细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明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明细

产品能⼒力力

产品创新：产品的颠覆式创新程度和
对⾦金金融机构效率的提升能⼒力力。

定性：评审专家测评

融资能⼒力力

投资轮次 根据投资轮次评分

商⽤用程度：已经商业化产品数量量 根据商业化产品数量量评分 投资机构 根据上⼀一轮投资机构是否知名评分

收⼊入规模：过去三年年度，平均营业收
⼊入⾦金金额。

根据收⼊入规模评分 赛道竞争格局 根据赛道发展潜⼒力力和竞争现状评分

过往服务案例例 根据服务案例例影响或成功度评分 融资总额 基于公开数据，计算融资总额评分

产品或服务的服务场景丰富度 根据产品或服务应⽤用场景得分

企业资质

专利利和软件著作权总数
量量

根据专利利和软件著作权总数量量评分

市场规模：占有率 根据市场占有率得分 注册商标数量量 根据注册商标数量量评分

团队能⼒力力

客户服务能⼒力力：客户服务团队规模/
教育背景/⼯工作经验。

根据服务团队规模得分 税务指数 根据具体指数评分

技术研发能⼒力力：团队规模/研发⼈人员
实⼒力力。

定量量：来⾃自名企/名校占⽐比，定量量 诚信指数 根据具体指数评分

管理理及领导⼒力力：股东及管理理层背景。 定性：根据股东实⼒力力，管理理层经历看 注册资本 根据注册资本分级评分

学习能⼒力力：培训机制/知识管理理机
制。

定性：评审专家评分 成⽴立时间 根据成⽴立时间分级评分

资源能⼒力力

上游资源获取 定性：评估研发能⼒力力

品牌影响⼒力力

⽹网络投票（调研问卷） 根据投票⾼高低评分

下游销售渠道 定性：评估渠道能⼒力力 媒体报道指数 根据媒体报道指数⾼高低评分

合作伙伴及质量量
定量量及定性：根据合作伙伴数量量及背

景
微信⽂文章指数 根据微信⽂文章指数⾼高低评分

战略略投资机构匹配度
定性：根据战略略投资机构在产业上下

游的影响⼒力力定
榜单上榜指数 根据榜单上榜指数⾼高低评分

百度搜索指数 根据百度搜索指数⾼高低评分

注：⼀一期评选基于6个⼀一级维度，进⾏行行均等权重评分。根据数据获取和调研情况，重点采纳15个⼆二级数据维度进⾏行行客观数据及经验评分。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行行榜（第⼀一期）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综合服务商排名TOP  10

360⾦金金融 　 度⼩小满 　 恒⽣生电⼦子 　⾦金金融壹账通 　京东数科

蚂蚁⾦金金服 　 品钛 　腾讯⾦金金融科技 　 兴业数⾦金金 　众安科技

注：排名不不分先后，按字⺟母顺序排列列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行行榜（第⼀一期）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智能⻛风控服务商排名TOP 15

百融⾦金金服 　冰鉴科技 　 ⼤大数⾦金金融 　 第四范式 　 ⻜飞贷

集奥聚合 　 聚信⽴立 　 量量化派 　猛犸反欺诈 　 闪银

　 　 　 　 　 　 　 　 　

算话智能科技 　同盾科技 　 维信⾦金金科 　 我来贷 　中诚信征信

注：排名不不分先后，按字⺟母顺序排列列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行行榜（第⼀一期）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智能营销和运营服务商排名TOP 10

51信⽤用卡 　 MinTech 　 Talkingdata 　 Udesk 　 百分点

康旗股份 　 氪信科技 　 ⻦鸟瞰智能 　 信⽤用算⼒力力 　追⼀一科技

注：排名不不分先后，按字⺟母顺序排列列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行行榜（第⼀一期）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技术服务机构排名TOP 10

布⽐比 　 格灵深瞳 　 极光⼤大数据 　 旷视科技 　明略略数据

⻘青云 　 商汤科技 　 眼神科技 　 依图科技 　云从科技

注：排名不不分先后，按字⺟母顺序排列列



零壹财经⾦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排⾏行行榜（第⼀一期）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创新奖

康旗股份 　 狐狸⾦金金服 　 微神⻢马科技 　 维信⾦金金科 　⼩小花科技

⾦金金融科技兵器器谱—单项奖

蚂蚁⾦金金服 　京东数字科技 　 拍拍贷 　 随⾏行行付 　鲲⻥鱼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