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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还是共赢

?

您可以勾销基础架构投资或使用它们为新的收
入来源

银行一直试图控制金融服务业，而随着金融
技术的崛起，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银行
和金融技术对于金融服务的做法的一个核心
区别是民主化。1  如今金融技术初创公司可
以服务合格人口的几乎任何金融需求。 现

在，银行正试图和金融技术合作以免失去让
他们如此强大的价值链中的环节。



Chris Skinner
Chris Skinner 是前五名金融技术影响人
物和预测家，畅销书 “数字银行” 和 “
价值网”的作者，伦敦 BB Fund 的管理
合伙人，他在2009年预测了银行业 API 
和 BaaS 的趋势2:

你们可能都熟悉 SaaS – 基本上就是使用
应用时才付钱，而不是购买它们。  这些
服务过去花你一大笔钱，但是现在免费或
几乎免费。 这就是银行在去的方向。 银
行成为您缝合到一起以适应您的商务或者
生活方式的即插即用的应用。 没有任何
逻辑理由为什么银行不应该作为 SaaS 送
达。

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说的是，一切围绕一个
储蓄账户或者支票簿打包在一起的银行旧
模式破产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银行开
始贴牌或者拆开他们的传统服务以便公司
可以只买他们喜欢和想要的一点东西。

这是未来的银行，老银行将需要重新考虑
他们的服务以和这种零利润模式竞争。



2015年12月 LetsTalkPayments.com 
统计了“增强您的产品” 
的来自12个细分市场的金融技术初创公司的63个狂有用的 API:⁴

www.letstalkpayments.com/wp-content/uploads/2016/05/1-36.png

应用编程界面 (API) 是数十年来软件开发的
一个关键部分，用来为某指定平台进行开
发。 3 更近以来，从 Salesforce 到 Face-
book 和 Google 的新型平台提供商提供的 
API 帮助开发者和，实际上，创造了开发者
对这些平台的依赖。 现在，一种新的第三
方 API 正在提供能力解脱开发者锁定任何特
别的平台和允许他们更有效地把应用推向市
场。 结果，开发者可以专注于他们自己的
独特功能并围绕之其它专业人士开发的全功

能、分发的流程，他们通过 API 对其访问。 
开发者意识到，他们需要建入应用里的许多
功能对于许多其它公司辛勤劳作的东西来说
是冗余的。 他们学会不花费宝贵的资源在
别人已经做好的事情上，而是依靠更大平台
的 API。 另一个优势是第三方的 API 常常明
显更好。 它们工作更好，比内置的 API 提供
更多的灵活性。 最后，第三方 API 开发者
有更多容量和存取创造网络效果的更大的数
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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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PI 的银行业

http://www.letstalkpayments.com/wp-content/uploads/2016/05/1-36.png


2013年7月，分析研究公司盖特纳发布了《
开放银行业的超级圈》 (Hype Cycle for 
Open Banking).5 盖特纳把开放银行描述
为通过 API 平台、应用商店和应用提供服务
给用户。 按照盖特纳三年前的说法，“到
2016年75%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将开放他们的 
API ，25%的这些银行将有对客户的应用商
店”。  事情似乎还没有发生，但是方向正
确。
 
如果我们拆解开银行的话，会有一家金融技
术公司替代银行提供的每项服务。 然而，仍
然有一个“问题” – 银行持有我们的账户。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银行，但是和我们十
年前需要它的原因不同。 假以时日银行可能

成为某种“仓库”，把金融技术初创公司 (
像 Number26 和Mondo) 带到一起服务客
户的每个特别需求。 德国的Number26计划
和其它专注于一个特定垂直市场的初创公司
一起系统地“重新捆绑”和创建紧密结合的
集成。 这可能有效意味着，通过您的 Num-
ber26 银行账户，您可以使用 TransferWise 
的削减成本的外汇服务，甚或罗宾汉风格的
股票投资服务。 英国的 Mondo 从一开始就
有个开放的 API，这是更广泛的 差异化因素
的一部分，保证它用自己的自有银行技术建
设“完整堆栈”银行，以便提供传统银行因
为依赖于过时的软件和基础架构而苦于提供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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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

BaaS 平台和 BaaS 提供商示例

40+ APIs

40+ APIs

40+ APIs

10+APIs

4+ APIs

BaaS 平台& BaaS
提供商比较

BaaS 提供商赋予您新的功能，而 
BaaS 平台和每个连接的客户分享您的功能.
平台把客户团结在同一个功能生态系统中

- BaaS 平台
   (开发架构)

独立的单独解决方案可用

+63

- BaaS 提供商
   (封闭架构)

David Brear 
David Brear 是 Think Different Group 
的首席思想家，Life.SREDA BB Fund 和 
Pascal Bouvier 的合伙人，Santander 
InnoVentures 的 风险合伙人，他认为7，随
着新的渠道、产品和合作方式的探索，金融
服务的整合和提供正在改变，银行作为平台 
(BaaP) 是银行更好的替代。

有三个主要原因金融服务业的守成者没有作
为平台组织在一起。 当前的商业模式 – 银行
和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目前不利于他们获得

网络效应。 直到最近，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完
美的中介。 他们处于做出放贷或者承保决定
的最佳位置。 为什么要在没有任何人比现在
的参与者更了解放贷或者保险时与合作伙伴
创建一个平台呢？ 第三： “我们 ‘拥有’ 
客户”。 显然，为银行成功开发平台战略 
(BaaP)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发文化和技术
思维模式的改变。



BaaS 平台的一个最佳例子是 The Bancorp 
(在美国销售75,000,000+ 预付卡，100+  私
牌非银行合作伙伴，包括 Simple, 年处理量
合计$2320亿)。“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幕后，把和我们合作的
公司 - 和他们的目标 - 放在前面。 我们一直
在背后，给他们提供指导、创新思维、和他

们成功需要的运营支持。” “今天我们已经
从一家没有分点的商业银行的根基远远成长
为一家 真正的金融服务领袖，为从初创公司
到 Fortune 500 上的非银行公司提供私牌银
行和技术解决方案。”

德国在线银行Fidor –  取名于信任的拉丁词 
– 2009年在德国创立，在柏林和慕尼黑有办
公室，在伦敦有五个工作人员 (Fidor 2015 
年九月在英国创立)。 Fidor 的技术运行在叫
做 “Fidor 操作系统” (FOS) 的 BaaS 平台
上。 FOS 是一个模块程序，包括通过网页
或者移动应用和客户直接互动的沟通平台，
数据分析，客户忠诚项目，预测模型，支付
解决方案，银行，社区解决方案，内容管理
系统，和更多。
例如，很快Telefónica 德国将和 Fidor 银
行合作在德国发布它的移动银行，“O2 
Banking”8, 时间为2016年夏季末。 Fidor 
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Matthias Kröner 说该合
作将提供“两个数字世界最好的东西”。 换
言之，通过移动应用的银行服务和来自 O2 
移动合约的其它服务。 Fidor 说开一个 O2 

银行账户会用“几分钟” – 而且全部在线上
完成。 身份检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频链
接。  如要汇款，客户必须输入地址簿中接
收人的移动电话号码和选择它进行交易。 银
行说 O2 银行的安全标准和“正常的”当前
账户一样。 可以通过应用随时激活或者禁
用 O2 银行万事达卡，可以出示卡片详情进
行网购而无需拿实体卡。 一款理财规划工
具给客户花费总览，根据需要可以发送推送
消息到他们的智能手机实时通知他们交易和
活动。 小额消费贷款将可以通过应用直接
获得。

fidorOS 是个可以贴牌, 启用 API 的数字银行应用模块套件，旨在和现有的核心银行系统无缝工作

下一代数字银行前端模板

让客户可以快速开始自定义 
FidorX 的项目加速器

可以贴牌、SEO 优化的内容管理系

统包括模板、页面设计工具和社 
交媒体功能

具有近实时更新的可配置和可自 
定义仪表盘

轻松连接第三方、指定市场系统的
计分和决策引擎 

将包括高级能力让商务用户管理规
则和记分卡

识别指定用户和客户活动 
(社区和账户)

允许社区用户和账户持有人进行
“奖励管理和推广活动”

卡片交易标准界面，包括订购激活、
续费、授权、清算、限制等等

为行政人员和客服经理提供所有 
fidorOS 模块功能的集约化视图

后勤办公室用户拥有完全的角色和
权限管理

提供跨 fidorOS  模块的单一 
登录 (SSO) 功能

第三方用来注册和管理对其应用和
服务访问的开发者门户

提供客户和合作伙伴访问 API 的
身份验证、授权和范围

公共、 标准化的 API 套件，让 
fidorOS 无缝连接任何核心银行系
统以及与第三方服务集成

客户社交网络，让他们可以提高意
识和回答问题

广泛的功能和社区成员的契合机会

客户社交网络，让他们可以提高意
识和回答问题

广泛的功能和社区成员的契合机会

FidorX API 社区 银行

CMS 后勤办公室 身份服务 应用管理程序

分析学 计分模块 忠诚模块 万事达网关

fidorOS 模块细节



另一个德国公司，BaaS 提供商 Wirecard 
AG  在和支付宝会谈，指望这家中国移动支
付平台收购它百分之25的股份。 根据报道9

，两家公司正在密谈，打算在未来几天敲定
交易。 Wirecard 指望这家中国公司收购更
多股份，因为看到它的股价在最近的过去在
市场上被压扁。 有阿里巴巴支持的平台作为
大股东撑腰，这家德国公司相信它可以击退

卖空它的股价的威胁。 获得 Wirecard 百分
之25的股份将让支付宝英文获得该德国公司
的专长。 这样一个协议也可以让它追求新的
海外增长机遇，因为移动支付服务继续攻取
金融空间。

位于新加坡的另一个年轻的 BaaS 提供商 
MatchMove也可以在菲律宾、越南、印
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找到。 从
2015年12月起他们在新加坡的客户将可以
在便利店和夜间小店领取 店值卡，就像使用
借记卡或者信用卡一样用它10。 他们不需要
开银行账户，或提交支付单来申请使用16位
数字的万事达卡。 虚拟卡的合作伙伴是万事
达和美国运通，虽然它的实体卡合作伙伴仅
仅是万事达。 这些卡片的目标是没有银行账
户或者不符合银行发行的信用卡资格的消费
者。 这些店值卡将在600多个地点可用，其
一大吸引力是安全。 卡片使用者获得免费美
国地址，在不接受信用卡或者没有美国地址
的 PayPal 账户的网站上购物时会很方便。 

2015年1月，MatchMove Pay 宣布一轮
11“巨大的”投资，由日本信用卡和金融服
务公司世尊信用卡公司 (Credit Saison) 领
投，GMO Venture Partners 加入。 2015
年10月，MatchMove 宣布13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 (MAS) 给它颁发牌照在该国从事汇款
服务。 该公司通过收取使用 MatchMove 
Pay 平台的企业客户许可费和交易费产生收
入。 后者可以来自充值、广告、订阅，等
等。

由 Function Endpoint 精选的 fidorOS API

账户

客户

卡片

短期贷款

透支

全球汇款

冻结金额

交易

传输 API

客户账户列表，查看账户，创建账户，更新账户

创建客户，更新客户，查看客户数据，查看 FIN, 更新 FIN

列出账户的所有卡片，订购卡片，查看卡片数据，PIN 服务，锁定 / 
解锁 /  冻结和激活卡片

为账户提请短期贷款，创建短期贷款，显示当前的短期贷款

列出账户的透支情况，创建透支，更新透支

允许客户通过货币云服务进行全球汇款

让服务在指定时期内冻结一个账户的 金额 ( 即用于卡片授权)

访问交易数据

访问交易数据

Fidor 提供模块化和可扩展的公共、标准 API, 让它
们面对未来和可以进行基于客户需求、国家要求和国
际法规的灵活开发

API 的标准性质让客户可以快速把它们的系统连接到 
fidorOS

Fidor 的 API 形成它独特的 “银行作为服务” 贴牌
云银行解决方案的基础

40+ Fidor 开发的开放 API

Fidor 的 API



位于柏林的 FinLeap 是一家德国风格的金
融技术公司建设专家，已经募集了 €2100
万 新资金，资金来自初始投资人 HitFox 
Group 和保险业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世界
第三大再保险商汉诺威再保险公司。 Fin-
Leap 的最新一轮投资让该公司投后估值达 
€12100万13(基于€1亿的投前估值)。 “在
过去的20个月里，我们建了九家新公司，通
常投资在500,000和5百万欧元之间，” Fin-
Leap 联合创始人和高级总监 Ramin Nirou-
mand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这些包括solaris-
Bank, 它拥有全面银行牌照并正在提供银行
作为平台以便其它初创公司可以搭乘金融技
术的顺风车。 FinLeap正在投资和豪赌底层
监管和金融技术基础架构 —  选择和铲子，
如果您愿意这么想，其形式是 solarisBank, 
一家旨在支持一系列金融技术服务的全牌照
数字银行。 SolarisBank 诞生于 FinLeap 自
己的初创公司经历的挫败，那时它需要现存

的银行牌照和技术以便能够提供各种金融服
务，现在它开发了它描述为基于模块的银行
工具箱，包括，关键是，各种现代银行 API. 
这些包括账户和交易服务，合格和信托解决
方案，流动资本融资，和在线贷款。 这些服
务不仅要求技术解决方案，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也需要银行或者电子货币许可。 “我们有
信心大多数主要互联网公司想要扩展他们产
品范围的数字银行解决方案并在富有挑战的
监管环境中提供它，”FinLeap 董事长 Jan 
Beckers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无摩擦和直截
了当的集成让 solarisBank 的合作伙伴可以
快速发布和聚焦于他们的核心业务。 

Philippe Gelis 
在线汇款初创公司 KANTOX 的CEO Philippe 
Gelis 大约一年前说15： “第二波金融技术将在
两到五年里到来，将是 … 一种基于五个简单元
素上的银行”:
 

1.  个从头开始建立的核心银行平台;

 
2.  个连接第三方的 API 层;

3.  合规/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基础架构和过程;

4.  张银行牌照，其独立于其它银行和能够不受
限制地持有客户资金;

5.  客户基础/CRM, 意思是金融技术银行将有客
户和客户支持团队



平台的 API 套件不和新的金融技术初创公司竞争，
而是让银行集成第三方金融技术服务，
银行客户可以通过银行的数字渠道访问它们，
增加银行客户群的忠诚度和盈利水平，
以及产生新的客户和收入来源

会同合作银行，
BaaS 平台能够让非银行迅速部署金融产品而无需应对金融监
管和设置要求

通过 API 
有效集成可以让非银行专注于核心业务而不用花时间和银行的 
IT 遗产苦苦挣扎

对传统银行的价值

实施数字银行战略 轻松、快速启动金融技术初创公司

节省巨大成本 增加价值 提供下一代
给现有非银行客户的银行服务

Value for non-banks

我们提供基于 API 的BaaS 平台，其与任何现有的后勤办公室传统银行无缝集成，
为非银行提供性价比高、轻松、快捷的方式发布各种金融产品

BaaS 平台让非银行，
例如电信公司、
通信软件或互联网巨头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支付闭环利
用他们的客户群，
提高 ARPU, 忠诚度和客户的终身值

BaaS 平台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无缝 围绕在银行现有的基础架构周围，
在购买和单独集成 数字银行技术堆栈组件时节省巨大成本

平台的实施相对迅速，
连接到现有的老后端核心银行基础架构以便于迅速采用和上市时间

BaaS 价值主张: 总结



 PART III

为什么 BaaS 平台比直接和银行集
成好？

2015年的一个关键发展是银行服务的开源。 
Chris Skinner 写道： “我已经谈了一会“
银行作为服务” (BaaS) – 几乎七年前的第
一篇博文 – 和预告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人 将可
以通过应用、APIs 和分析工具建立他们自己
的银行。 这个观点的核心基于银行过程通过 
API 成为开源，在2015年这终于开始发生。 
它还没有发生 – 这是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 但

是它一定会发生，并以三种形式发生：自
愿，客户需求和监管措施。”
为什么银行在99%的案例里不能和金融技术
初创公司直接合作？  如 Matthew Wall 对 
BBC 所说16：“全球银行巨人汇丰银行是刚
经历了段断断续续技术问题的大银行之一，
让客户无法访问在线银行账户和其它服务。 
美国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新银行、

与银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和集成到后端直接集成到银行后端 
(痛苦!)

   对银行:

 - 非主要 KPI

 - 不安全 

 - 不快速 & 廉价 & 容易

 - 没有能力和许多初创公司合作

去 BaaS 

平台或使用开放 API

亚洲初创公司的两个问题 如何开始？

80% 20%在亚洲

80%
到业务拓展

在美国/英国

在美国/英国

1+ 年 3-6 月

花费 80% 的资源用于启动 仅花费 20% 的资源用于启动

亚洲

美国 / 英国



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国民西敏寺银行都遭受了
类似问题。 而这些 IT 系统的失败 - 或用行话
说断电 -  损害了对传统银行的信心和鼓励更
多来自更灵活的初创公司的竞争。
问题是老式大型机 - 全球银行业的驮马 - 几
十年来一直突突突地纪录着我们所有的交
易。 它们缓慢和可靠。 但是世界已经变
了。 我们已经走向移动和在线。 我们期望
24小时有实时交易和访问金融服务。 设计
来应付我们行为的这种根本转变的新计算机
系统和编程语言和老式、缓慢的办公室系统 
交互不好。 多年来建设了一层一层的 IT,   逐
渐束缚了银行创新和对这个新世界作出反应
的能力。 “经常，靠收购成长的银行集团
从来没有完全整合他们的系统，”  埃森哲
说。 
“当一家银行达到某个规模，改变核心技术
开始风险太大，所以你在顶层上再加盖，而
这增加了复杂性。” “如果一家银行需要更
换会计平台，这要花好几年来更新。” 更不
用提可能花费上亿美元。 技术咨询公司盖特
纳的研究副总裁 Alistair Newton 说： “这
些老系统给大银行带来了规模和稳定性，但
是现在它们需要灵活性和速度。  这是因为
只用应用的银行，如 Atom Bank 和羽翼渐
丰的初创公司 Mondo  不为旧的技术所困，
正在 为智能手机一代建设反应快速、灵敏的
系统，有“用自拍进行身份验证”和视频聊
天客服等时髦功能。
API 正被用来建设下一代产品和允许开发者

减少上市时间。 银行将花很长时间开放它
们的 API. 开放的 API 将允许第三方开发者
创建客户可以 利用的有用服务和工具。 有
些银行已经开始这段旅程。 但是从技术上
准确来说，现在，银行只是打算开放它们
的 API17 给一些和它们紧密合作的初创企业
和公司。  简单地说，它们不像 Stripe 或 
Facebook 的API，其完全开放和自助。 想
想银行资助的创业大赛和催化器。 另外，想
想银行对硅谷和伦敦初创公司的访问和其它
约定模型。 既然它们正在不时缩小锁定要合
作的初创公司，它们需要提供初创公司可以
集成和/或用于它们应用的银行 API。 照此
规模，像这种事情将要花多年实施。

德勤: 开放的 API 是多样化银
行营收来源的伟大办法  - 下载 
pdf: 

http://goo.gl/pXFsdZ

http://goo.gl/pXFs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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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S 平台将帮助金融技术初创
公司登顶

在亚洲我们会见过许多金融技术初创公司 – 
他们大多数，尤其是在早期阶段，花费80%
的资源用于整合和如何获得牌照。 这不合逻
辑。 他们来自美欧的老朋友花费80%的资源
在产品上，因为 BaaS 参与者给他们提供快
速、 廉价和容易的整合以发布新产品。 在

亚太地区发布后的下一个问题将是“如何扩
展到其它市场？”。
BaaS 公司可以帮助金融技术初创公司拓展
到其它国家。 不同于其它领域的在全球扩展
非常快速的初创公司，比如出租车聚合者 (
想想优步) 或生产力应用，金融技术公司很

在美国/英国

如何登顶？

在每个国家你必须从头开始：

1. 新的法规
2. 新的集成

在亚洲

1. 容易的法规
2. 容易的集成

欧洲

亚洲初创公司的两个问题



Others need platform to expand.  

fintech-startups have 
successfully managed to expand 
globally.

Only

25

scaling to other marketsBaaS

难做到同样。 因为技术进步允许公司身在一
个国家而在全球运营， 这为通过全球扩张增
长收入提供了巨大机会。 因为全球扩张的
门槛较高， 仅有25家金融技术初创公司 (相
比50家金融技术独角兽和5000+金融技术初
创公司) 成功扩张到全球18。 影响或者决定
金融技术初创公司成功举行全球扩张的因素
包括法规、市场机遇、专业网络、在本国的

成功、与当地业界团体合作、当地的生态系
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和灵活性。

“金融技术 枢纽”：是新的“击鼓传花”还是真的交易&退出？

支持传统银行使用金融技术 者支持初创公司（资金）为客户创造价值

会议 & 奖励

好文章、宣布 & 照片

沙盒

加速器 & 黑客大会

BaaS &APIs

或

金融技术枢纽及其主要目标：

在亚洲 在美国/英国

退出

金融技术的新“轻”牌照交易！交易! 交易!



亚洲需要更多解决方案给没有银行的 
(与线下集成) 和中小企业

零售客户

潮人 极客

模糊了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之间的界线

非银行 微/小企业

亚洲需要金融技术给中小企业

在美国/英国

In Asia



 PART V

BaaS 平台将帮助金融技术初创公司团
结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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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第一个 BaaS
平台对于未来金融技术发展非常有必要

Fintech  目前正在经历一场自然进化阶段。 
之前的三年是“ 牙刷“时代：您只执行一种
功能，但是比任何人都好，您无可替代，被
每日使用。 等待已久的转折点在2015年到
来，所有服务开始以某种方式融合。 这可以
理解 — 如果第一批高级客户准备好用明显
不同的成分亲自烘焙一个蛋糕， 大众客户想
要获得一个舒适的、具有无缝集成的服务生
态系统，允许客户轻松使用在另一个里面的
服务的数据和享有联合使用的益处。
全世界各地的 Fintech 公司现在已经达到替

代银行价值链的几乎任何服务的潜力19。 那
么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如果对于银行提供的
每个服务都有一个初创公司，我们真的需要
银行吗？ 最近金融技术初创公司开始合作和
联手……



美国经验

2016年3月，位于美国的智能顾投 Wealth-
front 发布了它的新版财务管理服务。 它与
像 Venmo and Redfin 这样的工具集成以
获得客户财务持有情况的更完整的图像。 
位于纽约的移动银行 Moven, Payoff (它提
供工具帮助个人减少信用卡债务) 和 Com-
monBond (它提供学生贷款再融资工具) 合
作提供数字金融创新。 该合作提供有趣的
服务组合，旨在吸引偏好通过移动设备进行
金融活动和有信用卡或者学生贷款债务的客
户。 提供的激励显示，合作伙伴认可鼓励客
户使用新服务的需求。 

Square 已经开始考虑它可以在商业空间之
外做的事情 – 他们的新 App Marketplace, 
免费提供公司现有的广泛服务，诸如 Intu-
it QuickBooks, Xero, IFTTT, Stitch Labs, 
Bigcommerce, 和 Weebly. CEO Jack 
Dorsey 承认他的公司无法建造一切，“所
以我们开放了一堆 API, 在那个市场里，让
第三方建设其实扩展我们的 生态系统的功能
和服务。”

Prosper,  专注再融资和信用修复的市场贷
款者，以它自己的品牌 Prosper Daily 重新
发布了BillGuard PFM-app (2015年9月花
$3000万收购)。 该举措把一站式窗口带入
到用户的全部财务历史。 Prosper 把移动应
用视为与潜在客户打交道的方式，即使那些
人不能接收 Prosper 的贷款。

欧盟经验

德国在线银行 Fidor 和 “European 
Square” SumUp 发布了 mPOS 收购。 
Fidor 在有着独特用户体验的前端解决方案
中提供了来自第三方提供商的25种不同产
品，包括 中介服务、贵金属交易设施、众
筹和甚至 P2P 贷款，客户可以在他们想借钱
的在线社区上发帖，其他客户可以借钱给他
们。 Matthias Kröner 把该做法描述为 “被

银行牌照保卫的市场。”

Zopa,  世界第一家个人对个人(P2P) 贷款
者，最近和 Metro bank 签署了一项协议，
后者是由 Vernon Hill 在伦敦创办的一家挑
战者银行，他创建了 Commerce Bank in 
the U.S. Metro. “这将允许银行在我们的平
台上贷款，英国第一家，” Zopa 的 CEO 
Mat Gazeley 写道。 Zopa 和 Metro 的联
盟将为出借人提供需要的资金和为 Metro 
提供诱人的回报。

另外，Number26, 由 Peter Thiel 支持的
致力于创建未来银行账户的一家德国初创
公司，已经宣布和位于伦敦的P2P汇款公
司 TransferWise 结盟。 该合作将给 Num-
ber26 客户在应用内访问廉价的国际汇款服
务。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全世界最好的银行
产品，让客户轻轻一点就可访问，在 Num-
ber26 应用内创建一个金融技术枢纽，” 
– 公司说道。

亚太经验

2015年10月，位于孟买的 mPOS 初创公司 
Ezetap 和该国最大的钱包提供商 (Paytm, 
Mobikwik and FreeCharge) 一起发布了
通用移动钱包接受设施，  旨在为商家提供
统一的所有支付接受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位于澳大利亚的 Tyro Payments 的首席执
行官 Jost Stollmann 想要看到出现新的金
融服务经济，其由创造彼此合作的服务的创
新公司运作。 他想要金融经济企业家共同合
作对抗大银行，他相信他们利用在初创公司
中投资来减缓创新。 他说，他们不能希望他
们的公司被 大银行购买和领养，而是应该瞄
准那些银行的客户和利润。 “我把这叫做生
态系统，” 他说道。



廉价 & 快速的客户
获得，
但是利润低

高利润，
但是昂贵的 CP

廉价 
& 快速的客户获得

高利润

更好地适用于客户 

更多数据 = 低信用风险

BaaS 
平台帮助初创公
司创造生态系统

在线交易 在线汇款

在线银行 mPOS

mPOS 电子钱包

在线银行 在线银行

在线借贷在线银行

移动银行 在线汇款



BaaS 平台

银行
被授权许可和监管的银行后端 
(属于亚太每个国家的银行)

基于 40+ 通用 API

100+ 金融技术初创公司

中间件为他们提供通用 API

金融技术初创公司不需要花时间、
金钱和人力资源在每个亚洲国家集成

银行不需要花时间和金钱创造新的 
APIs 
和与全世界的所有初创公司沟通

Bank-as-a-service

生态系统



 PART VI

基于 BaaS 平台，它将可以很快创建金
融技术银行

未来“金融技术银行” 直接提供的产品将限
制为“资金持有”，其构成为：银行账户 (
多币种)；信用卡和借记卡 (多币种)；电子
钱包 (多币种)。 所有其它服务 (投资、交易
和中介； 财富管理；贷款、信用和抵押 借
款；众筹 (股权和社会 集资)；保险；加密
货币；支付；汇款和外汇；这个列表没有穷
尽) 将由第三方通过 API 提供，包括老式银
行、金融机构和金融技术公司。

想象您是这家“金融技术银行”的客户，您
需要一笔贷款。 您真的不在意这笔贷款是
借款俱乐部还是美国银行提供给您的，您寻
求的是快速、无摩擦的获贷过程和最低的利
率。 “它是“市场银行”的入门费和提供其
它服务的第三方的利润分享模式之间的简单
组合。”

在这里，我们对于和守成者的关系有着完全
不同的做法。 由于有银行执照，金融技术公
司将不会依赖于任何银行做生意，所以也不
会仰仗于守成者的恩赐。 通过市场，更强大
的是守成者将成为金融技术银行的“客户”
，所以系统将被完全翻转。

“金融技术银行”的美丽之处是，它与银行
在核心银行服务上直接竞争而无需建设所有
产品。 大多数银行家还不够对金融技术担
心从而对将到来的第二波做出反应。 这对我
们金融技术企业级创造了一个绝妙的建设“
窗口”，一旦它建成，他们做出反应就太迟
了。

关于谁可能是超级聚合者已经写的够多，关
于潜在的银行“优步化”已经写了不少。 相

基于 BaaS 平台有可能创建一家有着特斯拉一
样的用户体验的金融科技银行

特斯拉非关电动汽车.
它有关创造新的用户体验的特殊的服务生态系统.

没有车商 (和中间人)，
只有展厅

世界充电器网络 

电池和发动机制造

集约化的联络中心 
& 技术支持

通过平板电脑管理您汽车的软件 
& 界面

基于大数据的电动汽车新车险



比优步，银行的反应可能和特斯拉关系更
大。

特斯拉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动汽车，但是它
其实远不止如此。 它是时尚、环保的移动平
台，充电基础架构，新的保险类型，在线客
户支持，无车商分销模式。 特斯拉的真正
体验包括它力图提供给客户的价值 – 连接。 
该价值是在每辆汽车和每个司机的级别提供
的，是特斯拉销售的所有汽车的集体学习。 
它是一个在从对它的汽车使用进行学习的同
时对核心产品迭代添加价值的平台。 

“金融技术银行” 是个价值生态系统。 银
行提供客户可能需要的每个产品或服务不可
行 (和可能甚至有必要)，但是它可以成为由
另一方提供产品的一个渠道。 平台将如同竞
争一样是关于“ 竞合”。

金融技术的下一步 (这一步不是关于更多
钱，而是关于金融技术移动到生态系统的真
正演化) 将是追求 BaaS 平台把许多金融技

术服务在彼此之间连接的价值，其将属于新
一代“金融技术银行” (也许，他们将完全
和传统银行分开)，它们将有：

• 银行作为平台为后端 – 在它们的主要市场
上托管这些单独的独立金融技术 初创公司和
快速、廉价地扩展到其它市场;

• 投资机构/资金来投资于几个金融技术初创
公司以和他们建立有力关系;

• 新银行作为前端 – 在独特的用户体验中将
这些服务适于最后的终端用户.

在淘金热时卖铲子是个赚钱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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