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E-mail:liwe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黄辰毅 2017.7.17

FINANCE 财经

6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国际律师事

务所——贝克·麦坚时近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亚太地区 IPO活动全

球领先，交易融资额达 372亿美元，交易

数量达530笔，分别占全球 IPO交易融资

额的41%和73%。

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境内 IPO 交易

融资额同比增 91%至 315亿美元，而中国

证券交易所融资额占比达50%。

在跨境 IPO 方面，中国香港证券交

易所超过伦敦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

等，成为全球跨境 IPO 交易优先选择的

上市场所。

金融行业仍然是亚太地区 IPO 活

动的主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内

地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总融资额达 37
亿美元，其中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 22
亿美元 IPO，是上半年全球第四大 IPO
交易。

此外，高科技、工业、材料、消费品及

服务、能源及电力和零售行业等行业的

IPO数量均实现增长。

在上述行业中，科技企业无论 IPO
融资额还是融资数量均大幅增长。报告

显示，2017年上半年，亚太地区共有83家

科技公司上市，共计融资 52.7亿美元，这

是过去六年里，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总金

额最多的一年，也是上市数量第二多的

一年。

中国是科技企业上市交易最活跃的

国家，而韩国证券交易所和中国深圳证

券交易所是则是亚太区域最受科技企业

欢迎的上市场所，两家交易所都募集了

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深圳证券交

易所今年 6月宣布，计划将其科技 2.0平

台不仅扩展至中国企业，还将向印度金

融科技企业和科技初创企业提供服务，

帮助这些企业与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

资本投资者建立联系。

中国香港联交所也将于 8月 18日前

就创建创新板征求公众意见，以期吸引

科技和新经济公司赴港上市。拟创建的

创新板将分为两大板块。其中，创新主

板将主要服务于符合主板上市要求但拥

有双重股权结构的科技和新经济企业；

而创新初板则旨在吸引一些初创公司，

不设置利润和营业额门槛，在上市要求

方面更加宽松。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随着互联网

金融的发展，一些网贷平台寻求通过并购

的方式进行优势互补。近日，点融网宣布

将收购夸客金融的夸客信贷工场及其相

关网点和团队，以进一步巩固点融在借款

客户获取、信审和资产生产上的业务能

力。

不过，双方均未对并购的价格、规模、

以及并购之后谁将成为主要股东等信息

进行披露。

此次收购此前已有预期。今年 3 月

份，点融网就宣布与夸客金融进行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一个领先于业内的普惠金融

资产生产“机器”——点融夸客信贷工场。

据了解，此项收购预计于 2017 年第

三季度完成。目前，信贷工场的整体运营

不会因为此次收购而改变。夸客金融创

始人、CEO 郭震洲将继续担任合并后的

信贷工场CEO。

点融是一家网络借贷平台，截至目

前，已成功服务了超过 400 万名投资用

户，每月撮合成交量超过 30 亿人民币。

夸客金融目前覆盖国内 47个城市，有 71
家借款人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为客户

提供借款信息收集等服务。

这并不是网贷平台之间并购的首

例。去年 10 月底，深圳网贷平台多赢金

融与骑士贷平台进行合并，11月 1日，掌

众金融宣布获得先锋金融战略并购。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监管的深

入，不排除未来将有更多的小平台通过并

购实现合规化，而大平台也可通过并购做

大规模，提高市场份额。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7月15日，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峰会——朗迪

中国金融科技峰会（LendIt China）在浦

东开幕，这是朗迪金融科技峰会第二年

在中国举办。记者从此次峰会获悉，中

国已逐渐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领袖，并

引领亚太乃至全球金融科技模式的创新

方向。

中国金融科技模式逐
步向全球扩展

在为期两天的朗迪峰会上，超过 200
位来自全球金融科技企业、监管机构、学

术机构的嘉宾，分享了对金融科技领域

的观点，峰会议题包括区块链、人工智

能、保险科技、网络安全、电子银行、消费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行业监管等。

2017 年被业内称为中国的“金融科

技元年”，也是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变局

之年。从中国金融科技的崛起、商业模

式转型，到传统金融积极向金融科技开

放、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加速，中国已深度

融入全球金融科技产业链，并引领科技

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

朗迪中国首席执行官海翔表示，近

年来，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已不再是简单

学习、复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技术，

而是已逐渐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领袖，

“中国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开始扩张到亚

太乃至全球市场。”

“中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已是相当

方便，人们出去消费时，不需要现金，不

需要信用卡，在很多商家都可以使用，在

这一领域，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前美

国驻华大使Max Baucus说。

联合国旗下机构“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优于现金联盟）此前的一份报告

显示，在支付宝和微信的推动下，2016年

中国数字支付规模接近3万亿元美元，在

过去4年内增长了20倍。另有数据显示，

中国在数字支付领域已占全球市场规模

的近一半，中国网络借贷规模占全球市场

的四分之三。去年全球前五最创新的金

融科技公司中，中国有四家。

中国互联网巨头与传
统金融加速融合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秘书长

王喆表示，金融科技的概念最早来自美

国，中国在推动“互联网+”战略的背景下

使用了“互联网金融”这个具有时代特征

的概念。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

和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业的使用和融

合，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有了局限性，使用

金融科技的概念更能准确全面地诠释目

前中国金融业出现的新业态。

以上海为例，目前，金融科技各业态

发展比较均衡，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

股权众筹、第三方金融产品销售和网络

征信等行业均已出现了一批体量较大的

公司，且部分领域的发展已走在全国前

列，引领了行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第三

方支付领域，全国规模前 8的公司，上海

占了6席。

“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金

融机构和金融科技机构对行业的理解更

加深刻，双方不再是简单的排斥和颠覆，

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合作共赢空间。”王喆

表示，目前，双方融合加速，主要表现在：

互联网巨头与传统银行合作，比如百度

与农业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联合实验

室，腾讯与中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实验室，

建行与阿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

方面，产业集团积极跨界投身金融科技，

比如海尔集团打造了金融科技板块乐赚

金服，苏宁集团打造了苏宁金融等。

蚂蚁金服已将自己定位为 TechFin
公司，致力于让更多金融机构、消费者使

用上科技。据蚂蚁金服首席架构师胡喜

透露，明年年初，蚂蚁金服将开放包括云

计算、风控和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的技术能力，帮助更多的金融科技企业

更简单地进行业务创新。

各方共同促进金融科
技生态健康发展

Fintech是使用新技术进行金融业务

的创新，本质上还是金融业。“金融科技

的发展要回归到金融服务的本质，这一

本质是资金融通服务经济，同时要防范

金融风险。”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

国峰说。

金融科技的生态中，包括金融科技

公司、金融机构、监管当局、消费者、中介

机构、自律组织等主体，良性互动的金融

科技生态有利于促进行业长期、可持续

的发展。

王喆表示，监管层一开始就重视金

融科技的发展，前瞻性地开展了理论研

究。比如，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

会，组织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影响，金融

科技公司也积极拥抱监管，“各方都在总

结经验，避免金融科技走互联网金融行

业初期的弯路。”

据透露，为进一步促进金融科技的

集聚与发展，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近期还将发布金融科技指数。此外，

该届朗迪金融科技峰会还设有行业展

会、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竞赛及人才招聘

等系列活动，致力于促进行业生态的整

体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7月15日，在

中国银联的推动下，国际芯片卡及支付技

术标准组织（EMVCo）正式面向全球发布

《EMVCo用户出示二维码模式技术规范

1.0版》，为二维码支付的全球推广与应用

打造了一套各参与方权责明晰、交易风险

合理分散、具有全球实施可行性的技术解

决方案，弥补了全球统一二维码技术规范

的空白。

中国二维码标准国际
化应用落地

EMVCo发布二维码国际标准，标志着

银联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应用与推广取得

新突破。2016年6月，结合二维码市场发展

需要，中国银联向EMVCo提议在全球范围

内建立一套安全、通用、开放的二维码支付

架构。次月，EMVCo正式成立二维码标准

工作组并由银联担任组长。在总结中国市

场二维码支付方案经验基础上，且以《中国

银联二维码支付应用规范》为蓝本，中国银

联带领EMVCo二维码工作组设计提出了

最终的技术解决方案。

EMVCo二维码标准工作组自成立至

规范发布仅历经12个月的时间，是EMV⁃
Co成立20年来最迅速响应市场的范例之

一，也是国际标准化舞台上银联实力和影

响力的展现。

EMVCo 负责制定与维护国际支付

技术及芯片卡标准规范（EMV标准），其

现有成员除银联外，还包括万事达、Visa、
JCB、美国运通和Discover。

自 2013年 5月加入EMVCo组织后，

中国银联积极参与EMV标准的共同开发

与实施，确保银联技术标准与EMV标准

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银联芯片卡在全

球范围内的发行和受理，同时持续推动中

国标准的国际化应用与实践。

银联加速打造引领全
球的“中国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银联今年 7月初对成

员机构发布的《中国银联二维码支付应用

规范》与此次EMVCo发布的标准完全兼

容。

此前，银联也在境外推广国际兼容的

芯片卡标准，银联芯片卡标准不仅是泰

国、缅甸的行业推荐标准，也是亚洲支付

联盟（APN）的统一跨境芯片卡标准，助力

这些国家和地区银行卡产业与国际标准

接轨。

下一步，银联将在境外加速推广二维

码产品和服务：一方面推动更多境外合作

机构在受理和发行二维码产品时，使用国

际兼容且安全性更高的银联标准（此前，

银联已联合Visa、万事达将EMVCo二维

码标准作为泰国中央银行向当地金融机

构和商户的推荐标准）；另一方面，通过与

境外金融机构和商业集团合作，加快银联

二维码支付在交通、医院、社保、学校等领

域的场景建设，同时提供钱包类产品，满

足境外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多元化需求。

目前，香港、新加坡部分商户已支持

银联二维码支付，东南亚、东北亚、中亚等

国家和地区商家也将陆续开通。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银联国际日

前宣布与普罗旺斯DLVA（迪朗斯河-吕

贝荣-韦尔东）旅游局签署合作协议，约定

将银联卡服务作为后者旗下面向中国游

客的“普罗旺斯之心”项目重要内容，以此

推动当地商户受理银联卡，打造“银联卡

支付示范小镇”。未来，游客可以在南法

特色小镇方便地使用银联卡。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因“薰衣草之乡”

闻名，区域内众多特色小镇备受游客青

睐。2016年，普罗旺斯DLVA旅游局推出

“普罗旺斯之心”项目，指导当地商家、景

点接待处等更好地服务中国游客，提供服

务建议和培训课程，以提升对中国游客的

接待能力。目前，阁来屋小镇、瓦朗索勒

小镇等已开始项目试点，不仅推出官方中

文版旅游地图、旅游信息手册，合作商户

还配备了中文服务人员、中文购物手册或

中文菜单等。

银联国际首席执行官蔡剑波表示，顺

应中国游客从跟团游向自由行、深度游转

变的趋势，银联国际不断提升服务不同客

群的能力。此次在普罗旺斯地区打造“银

联卡支付示范小镇”，一方面让银联卡的

使用范围从巴黎等游客最常到的法国城

市，延伸到南法特色小镇；另一方面通过

携手当地旅游局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为中国旅客提供便利的支付体验。

此次签约后，普罗旺斯地区的特色小

镇将陆续加入“银联卡支付示范小镇”的

打造计划，所有贴有“普罗旺斯之心”项目

认证标识的商家全部受理银联卡，涵盖酒

店、商店、餐厅等各类场所。

2017年朗迪金融科技峰会浦东举行

中国已成全球金融科技领袖

亚太地区IPO市场回升
上半年交易融资额达372亿美元

EMVCo正式发布二维码国际标准

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取得新突破

银联国际在法打造“支付示范小镇”

点融网宣布收购夸客信贷工场

银联积极参与EMV标准的共同开发与实施，推动了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应用与实践。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