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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 从金融到科技 vs 从科技到金融 
 

图 1: Tinkoff 向全场景生活服务银行/超级应用(Super App)迈进 

 

数据来源: Tinkoff网站 

 

从科技到金融 vs 从金融到科技：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和客户信任进军金融业的故事可能更为市场熟知，这通常被称为科技金融

（TechFin）。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公司也在涉足更广泛的科技业务。俄罗斯的 Tinkoff 银行和中国的平安

集团都是从金融到科技的优秀范例。尽管很难说哪种模式会更成功，但科技公司与金融公司之间的界限

愈发模糊。 
 

俄罗斯的 Tinkoff 银行向尚未被充分服务的客户提供服务，利润丰厚 

Tinkoff 是一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移动银行。2006 年，受 Capital One 直接银行业务模式的启

发，俄罗斯企业家 Oleg Tinko 创立了该公司。2019 年上半年，通过专注于未被传统银行充分服务的零售

和中小企业客户，该银行实现了 64%的净资产收益率和 22.4%的净息差，成本收入比为 41%；贷款总额增

长 42%，净利润增长 31%。在过去 10 年的信贷周期中，该银行的平均信贷成本为 10%。截至 19 年 6 月，

Tinkoff 银行拥有 600 万贷款客户、570 万借记卡用户、48.4 万活跃中小企业账户和 59.3 万活跃投资账户。



该行在俄罗斯信用卡市场排名第二，拥有 13%的市场份额；短于 3 年期的零售贷款业务，市场份额为

7.2%，排名第三。 
 

Tinkoff 的超级应用之路：全场景生活服务银行 

Tinkoff 的成功归功于一流的创新、完美的用户体验、个性化和流程自动化。然而，它并没有止步于金融

业务。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生活服务，包括剧院和电影院的订票、旅游和餐厅的预订以及其他类似服

务，这些服务都可以让用户在不离开Tinkoff银行 app的情况下使用。2017年，Tinkoff甚至推出了“stories”

功能，类似于 Instagram 和 Snapchat 上的 Stories 功能。Tinkoff 甚至拥有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Tinkoff 

mobile。该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将给客户更多的数据计划选择。Tinkoff 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客户的粘性和

信任度，当然还有通过数据来提供更个性化的推荐和服务，并提高客户的参与度。 
 

并非所有的金融公司都有能力进入科技行业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第一步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已颇具挑战性。它需要自上而下的决心和长期的投

入，以及在短期利润和长期竞争力间权衡利弊。平安集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平安甚至开始向其它规

模较小的金融机构输出其自有技术。挑战者银行，如 Tinkoff 或规模较大的纯金融科技公司，拥有客户信

任，没有任何旧系统的拖累，因而能够行动更为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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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巨头 Stripe 将以 350 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再融资 2.5 亿美元 
     Stripe 将以 350 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再融资 2.5 亿美元。这对该公司的估值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今年早些时候，Stripe 筹集了 1 亿美元，当时的估值为

225 亿美元。这家初创公司表示， General Catalys、Andreessen Horowitz 和红

杉资本(Sequoia)都已参与本轮融资。 
     来源: Techcrunch 

   
  Square 正在测试新的免费股票交易服务 
     Square 的加密货币支付程序 Cash App 正在测试一项新功能，该功能将使用户

能够进行免费的股票交易。虽然具体推出日期尚未确定，但最近几周，公司

员工已开始测试这一新功能。Square的免费股票交易功能将使其成为金融科技

初创企业 Robinhood Markets 的直接竞争对手。Robinhood Markets 通过提供免

费交易获得了数百万客户，最新的估值为 76 亿美元。 
     来源: 彭博 

   
  万事达卡和区块链公司 R3 开发区块链跨境支付平台 
     支付巨头万事达将与主要面向企业的区块链公司 R3 合作，开发一个以区块链

驱动的跨境支付平台。两家公司已经签署了协议，将开发和试点支付解决方

案。该平台最初的目标是将更快的支付方案应用于万事达清算和结算网络的

银行中。 
     来源: Finextra 

    

  乐信宣布向太盟投资（PAG）发行 3 亿美元私募可转换债券 
     金融科技企业乐信宣布，已与太盟投资（PAG）达成可转换债券购买协议。乐

信将向 PAG发行和出售总额为 3 亿美元的私募可转换债券，该可转换债券将在

7 年后到期，年利率为 2.0%。自发行日起六个月，该可转换债券可由持有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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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crunch.com/2019/09/19/stripe-is-raising-another-250m-at-a-35b-pre-money-valuation/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9-12/jack-dorsey-s-square-is-testing-a-new-free-stock-trading-service
https://www.coindesk.com/mastercard-r3-to-develop-a-blockchain-cross-border-payments-platform


择，转换为乐信已足额支付的 A 类普通股或存托凭证（ADS），每股存托凭证

（ADS）的转换价格为 14 美元。 
     来源: 彭博 
    
  桑坦德银行发行端到端区块链债券 
     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发行了一笔 2000 万美元的债券，该债券将完全在

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桑坦德银行本身即是该 2,000 万美元债券的发行者，而

该集团的一个部门以市价购买了这批债券。该债券的季度票息为 1.98%。该银

行使用了公共的以太坊区块链，对债券进行了安全加密，并在区块链上进行

了许可注册。 
     来源: Finextra 
    

  俄罗斯第一大银行使用 Hyperledger 区块链购买了 1500 万美元的债务 
     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使用区块链从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大

宗商品交易巨头 Trafigura 手中购买了价值约 1,500 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该试点

交易是在 Hyperledger Fabric 平台上进行的。它利用了 Fabric 的私有集合特性，

可在众多网络参与者中保持特定数据集的机密性。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试用

的系统使用了 Scala 语言编写的智能契约、Aurelia 框架和该行自己的云解决方

案 SberCloud。该行声称，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块需要一秒钟。 
. .     来源: Coindesk 
   

 

  星展银行利用区块链平台为中小企业解决现金流问题 
     星展银行将在物流区块链平台“融 e 联”上提供多层次融资，帮助中国中小企业

更快获得贸易融资。星展银行将其数字登录 API 集成到区块链平台，使该行在

几秒钟内可验证供应商的凭据。一旦认证通过，该行就能在 24 小时内向生态

系统中的上游供应商(通常是中小企业)提供数字贸易融资服务。 
     来源: Finextra 

       

  目前英国每 20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 Monzo 银行 
     英国的挑战者银行 Monzo 用户已突破 300 万，该行仅提供应用程序，注册用

户增速仍在继续加快。在获得 200 万用户后，经过四个月，Monzo 就达到这一

里程碑。自该银行 2015 年成立以来，通过 Monzo 支付的金额已超过 180 亿英

镑，每日 Monzo 用户间转账 490 万英镑。Monzo 流畅的界面和一系列对客户

友好的功能——包括预算和储蓄工具以及海外消费免手续费，显然正在赢得智

能手机用户的青睐。 
     来源: Finextra 
    
  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投资儿童借记卡 Greenlight 
     Greenlight金融科技是一家为儿童开发应用程序和借记卡的初创公司，该公司已

经完成 5400 万美元的 B 轮融资。该轮融资由 Drive Capital 领投，摩根大通和富

国银行跟投。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Greenlight 将“智能”借记卡与应用程序结合起

来，帮助孩子提高理财素养，同时由父母控制支出。自 2017 年推出以来，已有

50 万家长和孩子注册。父母可以指定孩子消费的商店，管理家务和零用钱，设

定父母支付的储蓄利率等等。孩子们监控余额，制定储蓄目标，并学会在现实

世界中做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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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inks.bloomberg.com/news/stories/PXNXHB3MMT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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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394/dbs-uses-blockchain-platform-to-resolve-cash-flow-problems-for-smes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09/one-in-every-20-adults-in-the-uk-now-bank-with-monzo


     来源: Finextra 

    

  湖北省推出大学生官方贷，遏制非法校园贷 

     为引导大学生远离“非法校园贷”，日前，湖北省银保监局表示，将不断完善大

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校园正规银行信贷产品供给，降低贷款办理门槛，

力争按照每个学生消费贷款 5000 元左右标准，向全省大学生投放 80 亿元至

100 亿元消费信贷，满足大学生正常消费信贷需求。 
     来源:雪球 

    

  SIX 数字交易所(SDX)推出基于 DLT 的交易和结算原型 
     瑞士的 SIX 证券交易所（SDX）推出了一个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的数字交易

所和中央证券存托所的原型。与此同时，斯图加特波尔斯数字交易所(Boerse 

Stuttgart Digital Exchange)已开始交易。SDX 有望在 2020 年第四季度正式推出，

提供上市、交易、结算和托管服务，成为全球首家端到端数字资产交易所。 
     来源: Finextra 
    

  德意志银行成立“Blue Water 金融科技空间” 
     德意志银行在上海开设其首个创新中心“蓝水金融科技空间 ”(Blue Water 

financial tech Space)，希望借此进入中国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和创新生态系

统。该创新中心将由一个专门的创新和数字解决方案团队运营，旨在通过数

字转换研讨会、概念论证路演、金融技术项目的加速和孵化等方式为客户提

供新的想法。 
     来源: Finextra 

    

  法国巴黎银行在其单独的交易平台中内置数字助理 
     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将在其单独的外汇交易平台 Cortex Live 中内置数字交易助

理 ALiX。ALiX 与 Cortex LIVE 合作，为客户提供执行和交易的实时评论，以及资

料公告、市场动向或流动性变化等重要事件。该银行表示，该人工智能机器

人每秒能够处理超过 10 万个数据点，帮助客户全面了解不断变化的市场状

况。 
     来源: Finextra 

    

  渣打银行投资 Digital Reasoning 
     渣打银行金融科技投资部门 SC Ventures 投资了人工智能公司 Digital 

Reasoning，该公司 D-1 轮融资总额达到 4000 万美元。Digital Reasoning 的人工

智能平台通过非结构化通信数据，分析人类对话的语境，识别和关注其中的

合规缺陷和潜在欺诈行为。瑞银和 Point72 使用该公司的 Synthesys 技术扫描

内部电子邮件，识别员工之间的非常规行为。 
     来源: Finextra 

    

  Visa 和万事达投资 P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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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12/jpmorgan-chase-and-wells-fargo-invest-in-kids-debit-card-greenlight
https://xueqiu.com/8152922548/13317553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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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380/bnp-paribas-embeds-digital-assistant-in-single-dealer-platform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28/standard-chartered-invests-in-digital-reasoning


  Visa 和万事达(Mastercard)参与了美国初创企业 Plaid 融资额 2.5 亿美元的新一

轮融资，Plaid 的主要业务是将消费者银行账户与金融科技应用程序连接起

来。这家初创公司专注于帮助金融应用程序与用户的支票和储蓄账户进行交

互，比如与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以及 Robinhood 和 Acorns 等金融科技公司达

成交易。该公司称，拥有银行账户的美国消费者中，有四分之一通过应用程

序与 Plaid 建立了联系。去年 12 月，在 Plaid 股份竞购战的传言中，Plaid 最终

以 26.5 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 2.5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 
     来源: Finextra 

    

  德意志银行加入摩根大通的加密支付网络 
     摩根大通基于区块链的支付方案已新增德意志银行为其成员。这使得银行间

信息网络(IIN)的注册银行总数达到 320 家。据 2017 年 10 月的消息称，银行间

信息网络建立在 Quorum 之上，Quorum 是摩根大通开发的基于以太坊的区块

链网络，并使用一种名为 JPM Coin 的稳定币。大多数成员银行通过摩根大通

来处理美元支付。不过，德意志银行的欧元计价支付结算业务在全球排名第

一。 
     来源: Coindesk 

    

  德意志交易所与谷歌达成云交易 
     德意志交易所已与谷歌达成协议，这家德国交易所运营商将把工作负荷转移

到公共云上。向谷歌云计算的转移，旨在加快德意志交易所进军大数据和分

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账本等新技术的步伐。另一个被称道的好

处是快捷实现新功能，以及通过自动化降低操作成本。 
     来源: Finextra 

    

  高盛、花旗和桑坦德银行投资身份验证机构 Trulioo 
     知名金融服务公司高盛、花旗和桑坦德银行已参与加拿大身份验证机构

Trulioo 的新一轮融资。Trulioo 称，公司通过单一的 API 集成，为全球超过 195

个国家的 50亿消费者和超过 2.5 亿的商业实体提供即时的全球身份验证服务，

这些实体来自银行、电子商务和支付等领域。 
     来源: Finextra 

    

  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投资 TouchBistro 
     巴克莱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投资公司、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和摩根大通

参与了 iPad POS 机构 TouchBistro 1.58 亿加元的融资。TouchBistro 成立于 2010

年，其 iPad 销售点系统是专门针对餐饮行业的需求开发的，包括餐饮点单、

支付处理、菜单管理、销售跟踪报告、员工排班等。该公司目前在 100 个国

家为 1.6 万家餐厅提供服务，每年通过其支付平台处理的支付金额超过 110 亿

美元。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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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38/barclays-and-jpmorgan-chase-join-touchbistro-funding-round


  西班牙银行集团 Banco Sabadell 投资网络风险建模初创公司 Kovrr 
     西班牙银行集团 Banco Sabadell 的创新中心 InnoCells 参与了以色列网络风险建

模初创公司 Kovrr 的融资总额为 550 万美元的投资。本轮融资由 StageOne 

Ventures 和 Alma Mundi Ventures 领投。Kovrr 为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端

到端的网络风险建模平台。这家初创公司提供基于数据驱动的意见，使客户

能够量化和管理他们在保险业中面临的所有网络风险敞口。 
     来源: Finextra 

    

  德意志银行购买 Deposit Solutions 的股份 
     德意志银行以 5000 万英镑购买了了总部位于汉堡的金融科技公司 Deposit 

Solutions 5%的股份。该公司是德意志银行现有的技术供应商。除德意志银行

外，来自 18 个国家的近 100 家银行也在使用 Deposit Solutions 平台，向客户提

供第三方银行的存款产品，或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寻找存款。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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