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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 数字人民币呼之欲出？ 

 

图 1: 猜想数字人民币运作体系示意图 

 

数据来源: 尚乘研究 

 
人民银行支付负责人公开表示数字人民币即将成为现实，不一定使用区块链 

8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经过 5 年的研

究，人民银行数字货币项目“呼之欲出”。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与代理投放机构兑

换，代理投放机构与公众兑换的结构，并且不规定技术路线，调动商业银行等市场力量，共同开发运

行；要保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不一定使用区块链技术。我们认为，最后选定的代理投放机构可能是几

大商业银行外加几家领先的移动钱包支付机构。 

 
数字人民币现阶段定位为现金的取代 

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保持了现钞匿名的需求，也可解决现金容易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

融资的风险等问题。将现钞数字化，有利于支持小额零售支付以及惠普金融的开展，穆同时表示这也方



便人民银行必要时采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M1/M2 基于商业银行账户系统已经电子化、数字

化，数字人民币现阶段提高支付效率空间有限。  

 
数字人民币账户形式尚未披露 

穆长春数字人民币的部分匿名性描述为” 账户松耦合”，即脱离传统银行账户支付。我们估计比较可能的

形式是同一个人账户下同时拥有数字人民币钱包和传统银行账户两个账户。个人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人

民币可能在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匿名，由代理投放机构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并且将交易和账户信息同

步给央行实现后台实名；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银行转帐、钱包转帐流程一致，通过银联和网联清算

系统完成。 

 
解决电子钱包资金流监督难问题 

目前全国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超万亿，而现金规模为 7 万亿。移动支付对现金替代效果显著，2019 第一

季度移动支付规模达 84 万亿。目前同一钱包体系内余额点对点转帐如不涉及银行账户划款，已脱离传统

银行账户体系，也不便于央行实时监控资金流向。数字人民币可能也是这一监管盲点的有效解决方案。 

 
数字人民币钱包可能影响支付宝、微信钱包移动支付的垄断地位 

支付宝、微信钱包由于方便性和网络效应，两家合计在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占比超 90%。数字人民币账户

的存在，可能弱化其垄断地位，打破其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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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中国融资额度大幅下滑，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暴跌 
     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战升级，中国的投资交易急剧下降，全球对金

融科技公司的投资在今年上半年下跌了 29％。 截至 6 月 30 日的前六个月，全

球金融科技投资值下降至 220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 312 亿美元。 

     来源: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oot 筹集 3.5 亿美元用于推动汽车保险变革 
     Root Insurance 是一家科技型汽车保险新贵，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最近筹集

了大约 3.5亿美元资金从而达到 35 亿美元估值。 Root 可以获得比传统保险公司

更低风险的用户群体，因为在大多数州，它提供“先试后买”的移动应用程

序，利用远程信息处理来衡量用户驾驶风格。 这使得它可以提供低于市场的

价格，从而降低客户流失率。 

     来源: AXIOS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合作伙伴 Qfpay 筹集 2000 万美元用于开发新的数字支

付解决方案 
     数字支付创业公司 QFPay 宣布已经筹集了 2000 万美元的新资金，这些资金由

Sequoia Capital China 和 Matrix Partners 领投。 这使得 QFPay迄今为止筹集的总额达

到 3650 万美元。 资金将用于开发新的数字支付产品。 QFPay 是微信支付和支付

宝的全球最大合作伙伴，使他们能够处理全球商家的付款。 QFPay 成立于 2012

年，以其基于 QR 码的技术在中国推出而闻名。 其产品包括端到端的在线和离

线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以及食品订购和客户忠诚度计划等附加服务。 

     来源: Tech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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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3022900/global-fintech-investments-nosedive-chinese-fundraising-falls
https://www.axios.com/root-insurance-auto-tech-company-valuation-vc-ca022d21-136a-44cd-bbba-8ea6c3924f2e.html
Digital%20payments%20startup%20QFPay%20announced%20that%20it%20has%20raised%20$20%20million%20in%20new%20funding%20led%20by%20returning%20investors%20Sequoia%20Capital%20China%20and%20Matrix%20Partners.%20This%20brings%20QFPay’s%20total%20raised%20so%20far%20to%20$36.5%20million.%20The%20funding%20will%20be%20used%20to%20develop%20new%20digital%20payment%20products.%20QFPay%20is%20the%20largest%20global%20partner%20of%20WeChat%20Pay%20and%20Alipay,%20enabling%20them%20to%20process%20payments%20to%20merchants%20around%20the%20world.%20Founded%20in%202012,%20QFPay%20first%20launched%20in%20China%20and%20is%20known%20for%20its%20QR%20code-based%20technology.%20Its%20products%20include%20end-to-end%20online%20and%20offline%20mobile%20payment%20solutions%20and%20add-on%20services%20like%20food%20ordering%20and%20customer%20loyalty%20programs.%20The%20company%20claims%20that%20it%20has%20served%20more%20than%201.2%20million%20merchants%20and%20processed%20over%201%20billion%20transactions.


 

  彭博收购 RegTek.Solutions 

     彭博宣布已收购 RegTek.Solutions，后者是全球监管报告软件解决方案的领先提

供商。 此次收购将扩大彭博提供的监管报告服务范围，并提供全面整合的综

合服务，支持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内遵守当前和即将出台的监管报告要

求。 RegTek.Solutions 提供基于可操作监管数据库的模块化软件解决方案，将与

彭博的监管报告中心（RHUB）以及彭博的企业数据管理和交易系统集成。 

     来源: Finextra 
    

  无存款租赁平台 Flatfair筹集了 1100 万美元 
     Flatfair 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科技公司，它使房东可以向租户提供“无存

款”租赁服务，目前其已筹集了 1100万美元的资金。 凭借新资本，Flatfair表示

将聘请较多的产品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业务开发专家。 该创业公司还将投

资开发新功能，因为它希望扩大其平台，使整个租赁过程变得更加公平与透

明。 

. .     来源: TechCrunch 
   

 

  美国挑战者银行 Zenus 获得银行执照 
     总部位于波多黎各的挑战者银行 Zenus 获得了美国监管机构的银行执照。 与其

他挑战者银行不同，Zenus 将允许世界上任何人开设账户，包括来自南美，印

度和中国等国家的无银行账户用户。 尽管没有进行营销，但其表示，它已经

通过口碑效应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注册，吸引了来自 118 个不同国家的潜在

客户。 

     来源: Fintechranking 

    

  英国人工智能监管科技公司 FNA宣布完成 550 万美元 A轮融资 
     FNA宣布完成由 IQ Capital 领投的 550 万美元 A轮融资。 FNA成立于 2013 年，是

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监管科技公司，利用其网络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平台，使金融机构能够监控复杂的金融系统，并模拟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 

FNA致力于与全球监管机构合作，以便更好地管理系统性风险。 

     来源: Finextra 

    

  Shinhan 将提供基于区块链的证券借贷 
     Shinhan 公司将通过区块链提供点对点（P2P）证券借贷。个人投资者将能够直

接向他人借入和借出证券，而不是通过中间商。 

     来源: coindesk 

    
  德国挑战者银行创业公司 Penta 筹资 800 万欧元资金 
     总部位于柏林的 Penta 是为初创公司和小型企业服务的挑战者银行，在 HV 

Holtzbrinck Ventures 领投的融资中筹集了 800 万欧元。 该公司此前已筹集了 720

万欧元的资金，目前拥有 5500 家企业客户，如 AirHelp、bepro11 和 Global Digital 

Women 等。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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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490/bloomberg-buys-regteksolutions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14/flatfair/
http://fintechranking.com/2019/08/16/us-neobank-zenus-gets-licence/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390/uk-ai-regtech-fna-announces-55m-series-a-funding
https://www.coindesk.com/shinhans-brokerage-to-offer-blockchain-securities-lending-in-south-korea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213/penta-raises-eur8-million-for-international-expansion


 

  Octopus 以 1000 万英镑的价格收购财富科技创业公司 Seccl Technology 
     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服务和能源公司 Octopus Group已同意以 1000万英镑的价格

收购 Seccl Technology Limited. Seccl 成立于 2017 年，总部位于巴斯，旨在帮助投

资顾问、财富管理机构、全权委托基金经理和金融科技提供更快、更便宜和

更灵活的平台解决方案，以帮助管理客户的资金。 

     来源: Finextra 

    

  Klarna 筹集 4.6 亿美元扩大其支付业务 

     瑞典支付提供商 Klarna 宣布新一轮股权融资，完成本轮 4.6 亿美元的融资后其

估值将达到 55 亿美元，这使其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 该公

司新的资金将用于扩大其在美国支付市场的份额。 Klarna 的欧洲业务基于其信

用卡替代支付方案，该方案允许客户将其消费进行分期偿还，并且不会产生

相关的利息费用。 

     来源: TechCrunch 
    

  Mastercard 以 31.9 亿美元收购 Nets 旗下支付平台 
     Mastercard同意以 28.5亿欧元（31.9亿美元）购买丹麦 Nets所拥有的支付平台，

利用这项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来推动支付业务的发展。 根据声明，

Mastercard 将获得 Nets 的电子账单平台以及清算和即时支付服务。  

. .     来源: Bloomberg 
   

 

  印度 Indifi 公司筹集 2040 万美元用于扩展其在线借贷平台 
     Indifi 是一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的创业公司，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 14.5 亿

印度卢比（2040万美元），以扩大其在该国的业务。与银行和其他在线借贷平

台不同，Indifi 与公司的生态系统合作，在向企业提供贷款之前会评估风险因

素。 例如，Indifi 与食品配送初创公司 Zomato 和 Swiggy 合作，在放贷给餐厅之

前检查餐厅的历史和客户的反馈。 

     来源: TechCrunch 

    

  澳大利亚挑战者银行 Judo 筹集 4 亿美元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澳大利亚挑战者银行 Judo筹集了 4亿美元，是该银行设定的

2亿美元融资目标的两倍。 Judo成立于 2018年，由两名前 NAB高管共同创立，

于 4 月份获得了全部的授权存款机构（ADI）执照，并从 Judo 资本重组为 Judo

银行。 该银行采用基于关系网络的方式进行贷款业务，并在 Temenos云平台上

运营，该银行有望在年底累计放贷 10 亿美元。 

     来源: Finextra 

    

  新型银行 Joust 筹集 260 万美元 
     Joust Labs 是一家为自由职业者提供服务的美国新型银行，已经完成了由 PTB 

Ventures 领投的 260 万美元融资。 Joust 为美国的自由职业者、个体商户和中小

型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来管理他们的非常规现金流。 

. .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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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507/octopus-acquires-wealthtech-start-up-seccl-technology-for-10-million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06/klarna-raises-460-million-looks-to-expand-its-payments-presence-in-the-u-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8-06/mastercard-buys-nets-unit-for-3-19-billion-in-largest-takeover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05/indifi-series-c/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209/aussie-challenger-judo-raises-400-million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243/joust-raises-26m-for-freelancers-banking-app


 

  印度 Lendingkart 筹集 3000 万美元来帮助中小企业 
     Lendingkart 是帮助微型与中小型企业获得营运资金的众多创业公司之一，已完

成 3000 万美元 D 轮融资。 这家成立五年位于班加罗尔的创业公司迄今已筹资

1.43亿美元。 Lendingkart Finance 已向印度 1,300 个城市的 55,000多家中小企业发

放了 60,000多笔贷款。 

     来源: Tech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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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crunch.com/2019/08/09/india-lending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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