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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微信钱包上线“银行储蓄”功能 
 

图 1: “银行储蓄”功能出现在微信钱包界面  图 2：金融超市与银行产品的分拆与重新组合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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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钱包上线“银行储蓄”功能，用户通过此入口可直接办理工商银行整存零取定期存款 

微信在其微信钱包入口低调上线了一个新服务“银行储蓄”（仅部分用户可见）。此功能的特别之处在

于，这是微信首次将用户直接连接至银行的存款产品，并且是与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合作。用

户可以在微信中直接开立银行存款账户，不需要跳转至工商银行页面即可操作。单次交易的最低金额为

人民币 100 元，最高限额为 50,000 元。期限从 7 天到 3 年不等，利率在 1.1%-3.85%之间，随时可取。该

组利率略高于工行在其官网上提供的类似存款产品。 
 

分拆与重新组合银行服务，给客户更多更好的选择 

金融服务分拆是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带来的最突出的转变之一。传统银行一般会将所有服务捆绑在一起提

供给消费者。消费者很少可以分别选择各产品类别中的最佳服务提供商。而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初创公

司一般起步于某几样细分市场产品，当它们获得客户的信任后，它们开始将产品扩展到更多种类。但它

们的方式有所不同，要么是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要么通过收购。他们可以为每个产品类别选择最佳产

品供应商，并且当该类产品中出现更好的供应商时，他们可以用新的供应商替代原供应商。关键之处在

于，只要拥有客户关系，任何公司都将有特权站在客户和最终供应商之间。（如图 2 所示）。最近苹果

公司推出的 Apple Card 与信用卡发卡银行 Goldman Sachs 和信用卡网络 Mastercard 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 
 

对现有金融机构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科技巨头早已采用这种方式与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通常是较小的金融机构）

展开合作。微信钱包与工商银行在“银行储蓄”方面的合作将可能这一合作模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微信钱包直接面向客户并且拥有客户关系，而银行则是站在它的身后。前端的科技或者金融科技公



司专注于数字化体验，而现有的金融机构则专注于它们最擅长的工作——当涉及更大笔资金时，客户更

信任它们的合规和风险管理能力。 
 

各国政府推动的开放银行正在改变银行的思维模式 

通过提供外部开发人员接口，银行可以从外部引入他们最亟需的能力，并且能够选择垂直领域最厉害的

玩家，而不必自己搭建一切。归根结底，现有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关于谁拥

有客户的信任以及客户关系的竞争。 
 
 
 

本周新闻 
    

  StartupCare 与香港忠意保险(GENERALI)携手推出“一站式”数字健康

服务平台 
     健康福利解决方案提供商 StartupCare 宣布，它已经与香港忠意保险公司合

作，推出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医疗平台。StartupCare 称这是第一个

为创业者、正在成长的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团队提供量身定制的医疗解决方

案的平台。在其 APP中，公司提供从最初症状的评估，到安排预约，再到电子

索赔的全流程无缝服务。 
     来源: MARKETING 

 

  湖南取缔辖内所有 P2P 机构 
     10 月 16 日，湖南省金融监管机构发布公告称，被要求接受监管检查的 24 家

P2P 平台均未完全合规通过验收，其余开展 P2P 业务的机构也将一并予以取

缔。这使得湖南成为第一个取缔所有 P2P 业务的省份。 
     来源: Global Times 

 

  北京银保监局发文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10 月 12 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

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规定有，银行不得将风险控制等核

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互联网保险平台不得参与保险业务的销售、承

保、理赔、退保等保险经营或保险中介经营行为。 
     来源: STCN 

 

  Paytm 将获 20 亿美元的融资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印度移动支付巨头 Paytm 计划融资 20 亿美元，估

值 150 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现有投资者蚂蚁金服

(Ant Financial)和软银(Softbank)可能会加入一轮融资，这轮融资预计将在两个

月内完成。 
     来源: Finextra 

   
  Revolut 进行 15 亿美元的债务和股票融资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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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keting-interactive.com/startupcare-and-generali-hong-kong-partner-to-launch-all-in-one-digital-healthcare-platform/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67199.shtml
http://news.stcn.com/2019/1012/15427097.shtml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81/paytm-closes-in-on-2bn-funding---ft


  Revolut 已聘请摩根大通负责其 5 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和 10 亿美元的可转债融

资，这将使这家亏损公司的融资总额达到近 20 亿美元。Sky News 首先报道了

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融资，并称 Revolut 在该轮融资中的期望估值是 50 亿到 100

亿美元。 
     来源:  Finextra 

   
  Instabase 融资 1.05 亿美元 
     Instabase 是一家帮助银行以及其他公司构建商业 app 的美国平台型初创公司，

在完成了由 Index Ventures 领投的 1.05 亿美元 B 轮融资后，成为了独角兽。

Instabase 开发了一个平台，使客户能够构建定制化的 app，来使其各个业务自

动化。 
     来源:  Finextra 

    

  金融科技 API 开发商 Galileo 完成 7,700 万美元融资后将向全球扩张 
     Galileo 为一些全球顶尖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提供 API 基础设施层，在其首轮机

构融资中获得 7,700 万美元后，该公司正在筹划一项全球扩张计划。Chime、

Robinhood、Monzo、Revolut、Transferwise 和 Varo 等热门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均使用 Galileo 的 API 来开立和验证新的金融账户、发行和处理支付卡以及推出

新产品。 
     来源:  Finextra 
    
  桑坦德银行领投债券平台 CrossLend 3500 万欧元 B 轮融资 

     桑坦德银行领投泛欧数字债券平台 CrossLend 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额为

3,500 万欧元。成立于 2014 年的 CrossLend 为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发

票、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债务提供数字债务交易平台。CrossLend 将这些资

产作为固定收益工具进行证券化，以供机构投资者建立投资组合。  
     来源: Finextra 

    

  法国的支付处理器 Lemon Way 融资 2,500 万欧元 
    
 

 总部位于巴黎的电子商务平台支付处理器提供商 Lemon Way 已获得 Toscafund

资产管理公司的 2,500 万欧元投资。该公司提供了一个模块化和专用 API 为基

础的一体化服务平台，可实现从注册到现金支付的全流程服务。目前，它与

1,400 多个欧洲平台合作，去年处理的总业务现金流为 19 亿欧元。 

  来源: Finextra 
   

 

  True Balance 筹集 2,300 万美元，将其 APP 推广到更多的印度小城镇 
     韩国初创企业 True Balance 已完成新一轮融资，该公司希望在全球第二大互联

网市场吸引更多的首次用户。True Balance 运营着一款同名的金融服务 APP，

目标客户是印度小城镇的数千万用户。这家初创公司在印度已积累了超过

6,000 万注册用户，日交易笔数超 30 万。这家初创公司最近在其 APP 上推出了

电商服务，销售智能手机等产品。迄今为止，该公司在印度的 GMV 已达到 1

亿美元。 
     来源: Tech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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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96/fintech-as-a-service-platform-rapyd-raises-100m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496/fintech-as-a-service-platform-rapyd-raises-100m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616/instabase-raises-105m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92/fintech-api-builder-galileo-to-go-global-on-77-million-capital-injection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78/santander-leads-eur35-million-series-b-in-debt-marketplace-crosslend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90/french-payment-processor-lemon-way-raises-eur25m
https://techcrunch.com/2019/10/15/true-balance-india-payments-app-cities-towns/


 

  巴西金融科技银行 Nubank 的用户已增至 1,500 万 
     巴西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Nubank 目前拥有 1,500 万客户，这一数字显示了这家

由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在拉美最大经济体中的快速增长。在阿根廷和墨西哥

也有业务的 Nubank，凭借其免费的紫色信用卡，在巴西部分地区已成为家喻

户晓的品牌。这家提供数字储蓄账户和个人贷款服务的公司的投资者还包括

中国的腾讯。 
     来源: Thomson Reuters 
    
  Revolut 在美国与 Mastercard 联合推出借记卡 
     尽管 Revolut 上月与 Visa 达成了一项全球协议，但公司在在美国推出首批借记

卡将与 Mastercard 合作。Revolute 的公告证实了，Revolut 已发行和未来发行的

银行卡中，至少 50%将与 Matercard 合作。Revolut 在欧洲推出并在英国迅速发

展的 app 也将在年底前于美国推出。 
     来源:  Finextra 
    

  万事达卡为企业提供“货到付款”服务 
     万事达正与 PNC 银行合作试点让企业在收到货物或服务时实时向供应商付款

的系统。“货到付款”计划是为拥有复杂分销网络和供应链的行业设计的，该计

划利用了纽约清算所的 RTP 网络进行实时清算和结算。 
     来源: Finextra 

    

  日本第三大银行完成区块链贸易融资测试 
     日本资产规模第三大的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将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将 R3 的

Marco Polo 贸易融资区块链运用其商业业务。该贸易融资平台允许参与者更新

采购订单、发票、物流信息、发货安排和港口信息，同时自动匹配数据，以

实现高效地协调。 
     来源: Coindesk 
    

  安永推出区块链工具，帮助公共财政引入问责制 

  专业服务巨头安永正在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协助政府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

度和引入问责制。即使资金经过了不同层次的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该公司

新的“基于区块链的”安永 OpsChain 公共财务经理也能比较政府支出计划和支

出结果。 
     来源: Coindesk 

    

  大行将联合建立服务于一级市场的新技术平台 
     几大领先的金融机构已正联合开发一个新的技术平台以简化一级市场的沟

通。DirectBooks 的目标是降低承销商和投资者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透明度

和交易执行的效率。新 DirectBooks 平台的支持者包括美国银行、巴克莱、高

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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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nubank-brazil-growth/brazilian-fintech-nubank-has-grown-to-15-million-users-ceo-idUKKBN1WQ26C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611/revolut-to-launch-in-us-with-mastercard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608/mastercard-launches-payment-on-delivery-service-for-businesses
https://www.coindesk.com/japans-third-largest-bank-completes-blockchain-trade-finance-test
https://www.coindesk.com/ey-launches-blockchain-tool-to-help-bring-accountability-to-public-finances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68/global-bank-consortium-to-build-new-tech-platform-for-primary-markets


  花旗风投公司投资现金流预测机构 Cashforce 
     总部位于安特卫普的 Cashforce，通过集成 ERP 和 TMS，利用高级分析和机器

学习，为财务经理提供现金流预测。花旗风投已与阿姆斯特丹风险投资公司

Inkef Capital 共同领投了该现金预测和营运资本供应商 Cashforce，该轮总融资

为 500 万欧元。作为投资的一部分，花旗打算将该平台作为增值服务提供给其

公司债券客户。 
     来源: Finextra 

    

  360 金融的 LendingAdda 推出信用卡 
     10 月 14 日，360 金融旗下的 LendingAdda 消费信贷平台推出了信用卡功能。

迄今为止，LendingAdda 已经为 400 多万印度人提供服务，并仍在快速增长

中。其产品涵盖了几乎所有日常消费场景，包括小额信贷、信用卡产品、商

业贷款、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医疗贷款和教育贷款等。 
     来源: asiaone 
    

  桑坦德银行投资 Roostify 
     桑坦德银行领投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数字抵押贷款平台 Roostify 的新一轮融

资，该轮融资的金额尚未披露。该公司称，平台每月贷款额达到近 200 亿美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以上。 
     来源: Finextra 
    

  韩国区块链身份验证服务公司完成 8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韩国数字身份识别服务公司 ICONLOOP 宣布，其已完成 800 万美元的 A 轮融

资。ICONLOOP 是亚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DAYLI Financial Group 的子

公司。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最初设计了一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身份识别服务，用于银行账户的非现场开户。 
     来源: Finextra 

    

  Chime 和 CommBank 遭遇“线上中断”危机 
     现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和炙手可热的新型银行创业公司 Chime 遭受在线银行业

务中断的困扰，导致客户长达 24 小时不能使用其服务。这是 Chime 自 7 月以

来的第三次业务中断，由于这家公司正着手进行新一轮预计估值 50 亿美金的

融资，该事故对这家拥有 5 年历史的公司而言十分敏感。中断显然是由于支

付处理器 Galileo 的数据库出现问题。Galileo 是另一家热门的金融科技公司，

刚刚完成了新一轮 7700 万美元的融资。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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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70/citi-ventures-invests-in-cash-flow-forecasting-outfit-cashforce
https://www.asiaone.com/business/360-finances-lendingadda-launches-credit-cards-reshaping-user-experience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617/santander-innoventures-invests-in-roostify
https://www.coindesk.com/south-koreas-blockchain-id-service-raises-8-million-in-series-a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595/chime-and-commbank-suffer-online-ou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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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论所载的资料，估计，观点，预测和其他信息均反映发布评论当日的判断，可以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做出更改。尚乘及其附属公

司或其任何董事或雇员（“尚乘集团”）并不明示或暗示地表示或保证市场评论中包含的信息正确、准确或完整。尚乘集团对使用或依据市场

评论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本市场评论可能包含来自第三方的信息，例如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除第三方事先书面同意，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和再分发任何形式

的第三方内容。第三方内容提供者不保证任何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或可用性。第三方不对任何错误、遗漏或使用这些内容所获

得的结果负责。第三方内容提供商不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用于特定用途适用性或适销性的保证。第三方内容提

供商不对使用其内容造成的任何直接、间接、偶然、示范、补偿、惩罚、特殊或间接的损害、费用、开支、法律费用或损失（包括收入或

利润损失和机会成本）负责。信用评级是意见声明，不是购买、持有或出售证券的行为或建议声明。第三方并没有强调所涉及的证券适用

于投资目的，也不应该作为投资建议。 

 

在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i）尚乘和/或其董事和雇员，可以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对本评论所涉及的证券或其他相

关金融工具，进行买卖、建仓或平仓（ii）尚乘可以参与或投资市场评论中提及的证券发行人融资交易，或提供其他服务或承销;（iii）尚乘

可以对在市场评论中提到的发行人提供做市; （iv）尚乘可能曾担任本评论提及证券公开发行的经办人或联合经办人，或者可能会在本评论

中提及证券的发售过程中提供暂时做市，或可能在过去 12 个月内提供其他投资银行服务。 

 

尚乘通过其合规政策和程序（如信息隔离墙和员工交易监控）来控制信息流和管理利益冲突。 

 

本市场评论所载内容的版权为尚乘所有，未经尚乘环球市场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市场评论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或以任

何形式转载给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