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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 VISA 以 53 亿美元对价收购开放银行初创公司 Plaid 

 

图表 1： VISA 愿景 —— 全球资金流通网络的网络策略 

 

数据来源：VISA、尚乘研究 

 

数据交换平台 Plaid 将有助于 VISA 的“资金流通网络的网络”策略 

作为金融服务 API 开发者，Plaid 一直在帮助金融科技应用程序实现与美国各主要银行的安全连接。通过

Plaid，金融科技应用程序能够从传统金融机构提取账户交易数据、账户余额和资产状况等信息以及验证用

户身份。Plaid 利用 API 和屏幕抓取技术来实现这些功能。Plaid 的金融科技客户包括 2,600 多家金融科技

公司，如 Square Cash、Venmo、Acorn 和 Betterment。Plaid 的数据来源网络包含 1.1 万家金融机构总共

链接 2 亿余个个人账户。此外，Plaid 还集合 Stripe 处理 ACH 交易。Plaid 曾在 2018 年末获得 VISA 和

Mastercard 的联合投资，估值达 26.5 亿美元。VISA 此次收购 Plaid 使其估值在 18 年基础上翻番，显示出

VISA 对 Plaid 表现感到满意。 

 

VISA 加快收购步伐以赶上金融科技热潮，而银行卡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 

Plaid 对于 VISA 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覆盖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网络，而 VISA 的信用卡网络

中基本不涉及这些公司的资金流和数据流的信息。此前，VISA 于 2019 年投资独立的全球 ACH 网络

Earthport，以赋能 VISA，帮助其实现全球方便快捷的汇款，而 Plaid 可以帮助进一步拓展 Earthport 网

络。在宣布收购 Plaid 新闻后几天，VISA 又宣布收购数据安全公司 Very Good Security。VISA 的这些投资

通过在金融科技领域整合连接器和支付服务，将增加 VISA 对 P2P 和 B2C 支付领域的覆盖。 

 

开放银行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随着消费者对开放银行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以及监管机构的推动，开放银行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开放银

行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与传统银行竞争的机会，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选择。不愿开放其

数据库并连接到金融科技应用程序的大型银行，会受到提供此类服务的小型银行的竞争。然而，在银行普

及率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接入银行数据库可能不是初创企业的优先选择。 

   



本周新闻 
 

  收购 Plaid 几天后，VISA 再次出手，投资 Very Good Security 
  在斥资 53 亿美元收购数据共享初创公司 Plaid 几天后，VISA 再次向数据安全

机构 Very Good Security 投资了一笔数额不明的资金。VGS 通过存储敏感数据

(如账号和个人信息)，以及快速跟进合规认证(如 PCI、SOC2、CCPA、GDPR)，

帮助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减轻数据安全管理的压力。这意味着发卡机构和 VGS

的客户，如 Petal 和 Mission Lane 可以专注于业务增长，而不必耗费时间在处

理个人身份信息或支付卡号等问题上。 
  来源: Finextra 

 

  Revolut 估值有望达到 50 亿美元 
  据领投方 TCV（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的文件显示，总部位于英国的

Revolut 在即将到来的一轮融资中有望达到 50 亿美元的估值。看过招股说明书

的 Financial News 表示，这轮融资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结束。Revolut 正在制

定一项全球扩张战略，将其类银行服务拓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该公司一直

希望从投资者那里获得更多现金，去年对其业务给出的估值为更为乐观的 70 - 

80 亿美元。 
  来源: Finextra 

   
 

 Tradeshift 接近完成 2.4 亿美元的融资 
    
 

 供应链金融机构 Tradeshift 即将完成 2.4 亿美元的股权和债券融资，以试图在

不久的将来实现盈利。新一轮融资已经募集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份额，高盛和

汇丰参与了该公司 2018 年 2.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这家丹麦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其业务生态包括在贸易融资、支出和应收账款管理、贷款和支付等领域

提供替代方案，以帮助释放该公司所称的沉淀于在线支付中的 9 万亿美元资

金。 
     来源: Finextra 

 

  腾讯和银联整合二维码系统 
   
 

 据媒体报道，腾讯和国有的中国银联正在整合它们的移动支付二维码系统。

此举将允许腾讯微信支付和银联云闪付用户使用相同的二维码进行转账和消

费。目前，商家和消费者对于不同的运营商需要不同的二维码。该统一的二

维码系统正在福州市试用。这两家公司还在基于面部识别的支付方面展开合

作。 
     来源: Finextra 

   
  腾讯领投法国移动支付公司 Lydia 新一轮 4,000 万欧元投资 

  法国移动支付初创公司 Lydia 在 B 轮融资中获得了 4,000 万欧元的融资，这轮

融资由中国巨头腾讯领投，Open CNP、XAnge 和 New Alpha 跟投。Lydia 成立

于 2013 年，其 P2P 支付服务目前拥有 300 万用户，在法国千禧一代中占有

25%的市场份额。和它的美国同行 Venmo 一样，这个品牌甚至作为动词进入

了词典。最近，该公司实现了业务多元化，用户可以在 Lydia 中获得账户、支

付卡、贷款、保险和礼品卡。其中一些产品是内部开发的，其他产品则通过

市场由第三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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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84/days-after-plaid-acquisition-visa-splashes-the-cash-again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92/revolut-raise-set-to-value-business-at-5-billion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72/tradeshift-closes-in-on-240m-funding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33/tencent-and-unionpay-integrate-qr-code-systems


  来源: Finextra 

   
 

 香港首个虚拟银行试点正式启动 
   
 

 众安银行于 1 月 13 日宣布，在全面向公众推出业务之前，将在香港开展试

点，向选定的零售银行用户提供银行服务。“众安银行试点”的目标是在初

期吸引约 2,000 名零售用户，以便在正式推出之前，收集受邀用户的实际反

馈，进一步改进其银行服务平台。同时结合对运营和技术准备情况的评估，

众安银行将与监管机构讨论，以确定全面开展业务的时间。 
     来源: Financial IT 

    
 

 Starling 考虑 IPO，并预计到年底实现盈亏平衡 
     数字挑战者 Starling 银行正考虑在未来 3 年内在伦敦证交所上市。该银行预

计，到 2021 年底，其利润将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在 2019 年，这家新兴的初

创公司拥有 100 万个客户账户和 10 亿英镑存款，同时员工人数增加了一倍

多，达到 900 多人。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它已经筹集了 2.63 亿英镑。 
     来源: Finextra 

    
  Starling 扩大了对商业客户的服务范围 
   
 

 Starling 现在提供最高 25 万英镑的无担保贷款，并将其透支限额从此前的 1 万

英镑提高至 15 万英镑。此外，还将向企业客户提供一个业务工具包，该工具

包提供用于监控现金流、追踪发票、追踪所欠税款和增值税、以及提交报表

的工具。这个业务工具包对个体经营、有限公司分别收取 7 英镑、12 英镑的

月费。Starling 正要求需要该工具包的商业客户进行登记以便将其加入等候名

单，前 500 名客户将在未来 5 年内免费获得该服务。 
     来源: Finextra 
    
 

 平安科技和 Intel 成立创新实验室 
    
. 

.  
平安科技和 Intel 正在深圳建立一个创新实验室，在云、人工智能、安全和存

储等领域进行试验。平安科技首席执行官陈立明表示:“与 Intel 的合作，将使

平安在推动云技术、强化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优势。通

过 Intel 的硬件保护系统，平安将进一步加强数据保护，尤其在极其苛刻的金

融和医疗健康行业。 

  来源: Finextra 
    
 

 Icici 银行向开发者开放 API 门户 
   
 

 印度 Icici 银行开放了一个由近 250 个 API 组成的在线市场，供第三方开发人员

连接并与该银行的应用程序进行通信。API 适用的领域包含一系列的类别，比

如支付和收款、帐户和存款、信用卡和贷款等。 
     来源: Finextra 
    
  信用卡发行商 Newday 将收购金融平台 D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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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82/tencent-leads-eur40m-round-for-french-mobile-payments-firm-lydia
https://financialit.net/news/banking/za-bank-first-virtual-bank-hong-kong-launch-pilot-trial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27/starling-eyes-ipo-and-forecasts-break-even-by-year-end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56/starling-extends-its-offering-for-business-customers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67/ping-an-technology-and-intel-form-innovation-lab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65/icici-bank-opens-api-portal-to-developers


 

 英国信用卡发行商 NewDay 将收购零售金融平台 Deko，以使其业务多样化。

Deko 通过一组贷款机构提供分期贷款和消费贷款，在过去十年处理了超过 20

亿英镑的贷款。据报道，这笔交易价值 4,000 万英镑，是 NewDay 新任首席执

行官 John Hourican 上任后的第一笔交易。 
     来源: Finextra 

    
 

 暹罗商业银行利用 Ripple 赋能升级其移动应用程序 
    
 
 

 暹罗商业银行利用 Ripple 的技术升级了其移动支付应用 SCB Easy，使用户能够

轻松实现即时、低成本的跨境支付。这家有着 112 年历史的泰国银行相信，

对于那些希望寻找快速、高效的跨境汇款和收款方式的海外工作者和游客来

说，这项应用将是一个福音。该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高级副总裁表示:“如今

收发资金非常困难。人们必须亲自去银行分支机构，填写冗长而复杂的表

格，等待收款，并且没有透明度。有了 SCB 的服务，他们在国外的亲人可以

立即转账和收款。” 
     来源: Finextra 

   
 

 数字商业银行 Qonto 在德国开业 

  两年前在法国成立的为商业用户开立账户的新型银行 Qonto，继之前在意大利

和西班牙开业，现已扩展到德国。这家专为中小企业、自由职业者和初创企

业提供费用管理、公司发卡和现金流服务的网上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为 6.5 万个

账户提供服务。2019 年，Qonto 管理的交易总额为 100 亿欧元，而上一年交

易总额为 35 亿欧元。 

  来源: Finextra 

    
 

 东南亚首家纯数字银行获得了在菲律宾运营的银行许可证 
    
 
 

 TONIK 金融的子公司 TONIK 数字银行已收到菲律宾央行的批准，获得允许其提

供全方位的零售银行服务的新的银行执照。该银行通过第一个全数字、无分

行的授权平台在菲律宾提供零售存款和消费贷款这两个主要业务。 

     来源: Business Times 
    

  NTT Docomo 利用超宽带技术实现免提支付 
 

 日本电信运营商 NTT Docomo 已与索尼和 NXP 半导体公司合作，进行 NFC 支

付技术的试验，让消费者不必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就可以进行 NFC 支付。

该系统利用了 NXP 的超宽带(UWB)技术，可以跟踪用户的移动和 360 度定位，

定位精度达到几厘米。这款概念 POS 设备使用了超宽频技术、NXP 的移动芯

片组以及索尼 Felica Rfid 系统，使用户无需从口袋或包里拿出手机就可以进行

非接触式支付。 
     来源: Finextra 

    
 

 花旗联合 YieldStreet 为大众提供信贷投资机会 
    
 

 数字财富管理平台 YieldStreet 已与花旗达成协议，将花旗的信贷投资产品提供

给散户投资者。该合作伙伴关系将使 YieldStreet 用户获得房地产、航运和电信

等私人信贷市场的投资机会。YieldStreet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已经创造了超过

12 亿美元的投资机会。该公司表示，与花旗的合作将使其能够应对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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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45/credit-card-issuer-newday-to-purchase-finance-platform-deko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43/siam-commercial-bank-delivers-ripple-powered-upgrade-to-mobile-app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29/digital-business-account-qonto-opens-in-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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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5031/ntt-docomo-taps-uwb-for-hands-free-payments


的客户需求。据彭博社报道，未来两年，该平台将提供约 20 亿美元的资产。 
     来源: Finextra 

    
 

 HighRadius 筹集了 1.25 亿美元并成为独角兽 
   
 

 HighRadius 是一家 AI 驱动的、专注于从订单到现金管理的财务管理软件初创

公司。在由 Iconiq Capital 领投、花旗风投和 Susquehanna Growth Equity 参投

的 1.25 亿美元 B 轮融资后，该公司成为了独角兽。总部位于休斯顿的

HighRadius 为包括花旗和美银美林在内的 400 多家公司提供应收账款和财务管

理的综合平台。该系统通过自动化的应收账款和付款的全流程处理来优化现

金流，全流程包括信贷、收款、现金申请、扣款、电子账单和付款。 
     来源: Finextra 

   
 

 马来西亚央行将颁发最多 5 张数字银行牌照 
 

 马来西亚央行将向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发放至多 5 张数字银行牌照。马来西亚

央行公布了拟议中的数字银行授权框架。这些数字银行旨在通过提供产品和

服务来弥补马来西亚银行业的服务不足和未服务领域的市场空白。根据一份

声明，该框架是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旨在使金融部门能够创新

地整合技术。马来西亚央行表示，它希望采取平衡的方式，在确保金融体系

稳定的同时，允许有强大价值主张的数字银行进入。 

  来源: Techi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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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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