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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 中国个人理财市场新机遇 

 

图 1: 目前开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发布详情 

 

数据来源: 银行网站 

 
个人理财市场规模约为 40-50万亿人民币，科技赋能前路漫漫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末，银保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达 32 万亿元。我们估计个人理财市

场规模约为 40-50 万亿人民币，分布在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公司、保险、信托、P2P 等。理财新规要求，

2020 年底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行不再开展理财业务，全部由理财子公司开展。2018 年 6 月中国建设银

行全资子公司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深圳正式开业，成为国内首家正式开业运营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六大行中，建行、工行、交行、中行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然开业，农行获批开业，邮储获批筹建。将银行

原有理财业务移至理财子公司，是打破理财市场刚性兑付，隔离银行资产负债表与理财产品风险的第一

步。目前看来，理财产品创新、科技赋能仍然前路漫漫。 

 
智能投顾赋能个人理财或有机会 

金融科技集中在支付、贷款等领域，除了余额宝为主的小额投资，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领域应用有限。

经历几年的概念炒作，国内智能投顾仍然没有实现较高的市场认知度，一方面是市场对净值产品的接受

度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也因为真正能够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千人千面智能推荐的产品缺乏、没有足够的业

绩记录。随着 90 后即将步入 30 岁稳定理财阶段，市场亟需更多多种理财账户归集、基于投资人帐户数

据分析的智能财务规划、开支管理、储蓄规划、养老规划等新一代理财平台。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

国银行均分别推出自有智能投顾产品，仅限于帮助投资人分散投资公募基金，目前管理规模约 200 亿。

上线后评价不一，背后智能推荐引擎也保持神秘的面貌。 

 



海外智能投顾产品 Betterment, Wealthfront等智能投顾公司 B2C产品模式较难盈利 

海外智能理财顾问公司如 Betterment(AUM 160 亿美金)和 Wealthfront(AUM 110 亿美金)主打自动化用户画

像+自动化分散投资， 以技术解决理财顾问行业过于依赖人力、成本高企、仓位调整对市场反应不及时问

题。但是由于是针对 C 端产品，过低的管理费以及过高的用户获取成本导致 AUM 要达到很大的规模才能

盈利。其中 Betterment 开启赋能理财顾问的 B2B 模式帮助其 AUM 超越 Wealthfront。 

 
理财子公司新产品净值化，突破商业银行常规固收范畴 

大多数银行理财子公司新产品以 1 元起售，此前银行理财产品多有认购门槛，以余额宝为首的小额投资

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则由于无门槛、认购赎回方便简易抢占了小额投资市场。部分产品已开始突破固收范

畴，如中银理财“鼎富”系列主打私募股权投资，主流产品为与基金公司类似的股债混合型，部分产品有

嵌套基金公司基金或指数产品，另外部分延续了原银行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设计。 

 
破刚兑净值产品对银行科技、投资、研究人才储备挑战巨大 

大型银行而言，银行的信用形象将是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对于小型区域性银行、非银金融机构，面对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较强投资能力的压力，如何差异化竞争是理财业务的核心问题，量化、私募股权、

初创、智能投顾都是可能方向，但是无疑都对银行的产品开发，资产发掘、风控、交易系统能力形成巨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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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shAway 筹集 1200 万美元的 B轮融资 
     个人投资者的智能投顾 StashAway 已经完成了由 Eight Roads Ventures 领导的 1200

万美元（1640 万新元）B 轮融资。 StashAway 是一个智能财富管理平台，为客

户的个人投资组合提供自动化、个性化的投资组合管理。 

     来源: Finextra 

    

  免费股票交易软件 Robinhood 筹集 3.23 亿美元 
     广受欢迎的免费股票交易应用程序 Robinhood 宣布在由 DST Global 领导新一轮融

资中筹集 3.23 亿美元。 Robinhood 成立于 2013 年，最近在其平台上增加了几项

新功能，以证明其估值增长的合理性，包括其自己的清算系统 Clearing by 

Robinhood。 

     来源: TechCrunch 

    

  VertoFX 为其非洲和新兴市场货币交易平台筹集 200 万美元 
     VertoFX 是一家面向非洲和新兴市场的货币交易和支付初创公司，已经完成由

Accelerated Digital Ventures 领投的 210 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

公司在尼日利亚设有子公司，该公司创建了一个平台，允许企业和银行以外

国外币进行交换和支付，这些外币通常不会在企业或银行之间进行转换或交

易。 

     来源: TechCrunch 
    

  港版支付宝获批全国通用许可 
     支付宝宣布，旗下香港版“支付宝”AlipayHK 已获许可，其移动支付服务使用

范围将由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支付宝表示，AlipayHK 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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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347/stashaway-raises-usd12-million-in-series-b-funding
https://techcrunch.com/2019/07/22/robinhood-raises-323m/
https://techcrunch.com/2019/07/19/vertofx-raises-2m-for-its-african-and-em-currency-trading-platform/


个在全国范围开通服务的香港电子钱包，今后香港用户也能够不带钱包游遍

内地。 

     来源: 新浪 
    

  Wiserfunding 推出中小企业信用评级认证 
     欧洲首个中小企业信用评级认证已在伦敦启动。 由 Wiserfunding 和 modefinance

推出的新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将使中小公司能够向潜在投资者和贷方证明其

信誉，帮助其获得资金。 

     来源: Finextra 
    

  印度的 B2B支付平台 PayMate 完成由 Visa 领投的 2500 万美元融资 
     PayMate 是一家位于孟买的创业公司，致力于帮助企业自动化与数字化他们的

支付。目前已完成由 Visa 领投的 2500 万美元融资，来扩大其在印度和国际市

场的业务。 PayMate 为中小企业和企业客户提供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

管理供应商和客户的发票和付款。 它还与 Visa 和发卡银行合作，为客户提供

信贷融资服务。 

     来源: TechCrunch 

    

  英国挑战者银行 Atom 筹集 5000 万英镑 
     Atom Bank 日前筹集了 5000 万英镑的资金，目标客户主要针对拥有移动储蓄账

户、抵押贷款以及小企业贷款的千禧一代消费者，  

     来源: TechCrunch 
    
  平安金融壹账通与 UnionBank 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基于区块链的融资 
     平安的金融壹账通与菲律宾 Union Bank 的全资子公司 UBX 合作，建立了该国首

个支持区块链融资的平台，以满足微型与中小型企业的银行业务的需求。该

平台利用金融壹账通的面部识别技术、微表情识别技术和基于大数据的人工

智能技术来满足商业融资需求，例如多渠道贷款申请，信用评估，贷款支付

和反 欺诈检查等。 

     来源: Finextra 

    

  金融科技公司 Zeta 的估值攀升至 3 亿美元 

     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金融科技平台 Zeta 在 Sodexo 领导的 C 轮融资中筹集了一

笔金额未公开的资金，使得这家成立四的年创业公司的估值超过 3 亿美元。 

Zeta 由 Bhavin Turakhia 和 Ramki Gaddipati 于 2015 年共同创立，为企业提供全栈式

银行平台，允许他们向员工发行联名借记卡、信用卡以及预付卡。 

     来源: livemint 

    

  美国手机银行 MoneyLion 筹集 1 亿美元 
     总部位于纽约市的 MoneyLion 致力与为客户提供财务建议、贷款等服务，已在

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 1 亿美元，以扩张其在美国市场的业务。 MoneyLion 将自

己定位为一家提供贷款、储蓄和财富管理应用程序的手机银行。 该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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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1/doc-ihytcitm3575169.shtml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245/wiserfunding-to-provide-credit-ratings-for-smes
https://techcrunch.com/2019/07/22/paymate-visa-seriesd/
https://techcrunch.com/2019/07/22/uk-challenger-bank-atom-raises-another-50m-from-bbva-and-more-sources-say-at-530m-valuation/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293/wematch-unveils-euro-interest-rate-swaps-matching-and-negotiating-platform-for-banks
https://www.livemint.com/companies/start-ups/fintech-platform-zeta-valued-at-300-mn-in-its-series-c-round-led-by-sodexo-1563900056601.html


的一体化应用程序允许用户绑定所有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获得关于消费的个

性化建议，同时其也向用户提供贷款业务。 

. .     来源: TechCrunch 
   

 

  中小企业薪资服务创业公司 Gusto 筹集 2 亿美元 
     Gusto 是帮助中小企业管理薪资的平台，宣布已经完成 2 亿美元的 D 轮融资。 

Gusto 于 2012 年推出，每年处理数百亿美元的薪资表，并帮助小企业雇主提供

健康保险、401（k）退休计划和 529 大学储蓄计划这种传统上只有大公司才能

提供的福利。 Gusto 目前为超过 100,000家美国小企业提供服务 

     来源: yahoo 

    

  Wematch 推出欧元利率互换交易平台 
     Wematch 是基于网络、面向全球多资产类别的交易平台，已在其不断扩大的实

时产品范围内增加了欧元利率互换（IRS）。 Wematch IRS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经

销商对经销商平台，为卖方交易者提供了工具和工作流程，以匹配和协商交

易。 

     来源: Finextra 

    

  金融科技公司 Nubank 筹集 4 亿美元 
     总部位于巴西的 Nubank 为消费者提供一系列银行与金融服务，日前宣布已经

完成了由 TCV 的 Woody Marshall 领投的 4 亿美元 F 轮融资。 在过去的一年中，

该公司扩大了其产品范围，包括个人贷款和现金提款等服务，作为其数字储

蓄账户的一部分。 

     来源: TechCruch 

   
 

  Capital One 数据泄露导致 1 亿用户或受损害 
     Capital One 透露， 旗下 1 亿张信用卡申请信息数据遭泄露，导致众多银行账户

处于危险之中。 本次危机是金融服务公司遭遇的最大数据泄露之一，预计将

使 Capital One 损失 1 亿至 1.5 亿美元。 

     来源: Finextra 

    

  台湾颁发三张数字银行牌照 
     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已经向三个财团发放了虚拟银行牌照，预计亚洲互联网

公司与该地区传统银行将进行虚拟银行消费者业务的竞争。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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