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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集团 公司报告 

 

蚂蚁集团起步于 2004 年，是中国领先的数字支付提供商和领先的数字金融

科技平台，致力于以科技和创新推动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全球现代服务业

的数字化升级。公司的业务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并在实现良好盈利的同时持

续增长。2017 年、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653.96 亿元、857.22 亿元、1,206.18 亿元和 725.28 亿元。目前公

司营业收入主要包括数字支付服务，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以及创业业务三大部

分构成。除了注重内生的发展，公司通过外延投资并购极大的拓展了金融服

务的场景，打开了更大的业务扩张边界。 

2000 年后互联网科技的蓬勃发展对金融的改造产生出众多商业模式和细分

赛道。相应的概括来说互联网金融总体新兴的商业模式业态主要包括“互联

网+支付”、“互联网+借贷”、 “互联网+理财”三大主流模式。 

对于第三方支付，集团的支付宝产品已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电子支付平台，

市场份额占比 55%，凭借海量的用户规模和全场景覆盖已经成为行业的流量

枢纽。对于互联网理财，集团的余额宝创新性的将最低投资门槛从 100 元降

低至 1 元，并且突破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做到实时购物支付等功能，

引领了行业发展。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蚂蚁集团的花呗和借呗两款产品为

集团提供澎湃的盈利动能，蚂蚁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和小微

经营者信贷平台。在互联网保险业务上，蚂蚁集团效法在余额宝的商业模式

创新成功经验推出“全民保”和“相互宝”产品，凭借流量优势及商业模式

创新的巨大吸引力，目前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线上保险服务平台。在互联网金

融时代蚂蚁集团已经成为集理财、保险、借贷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互联

网金融服务集团。 

2016 年起，互联网金融进入金融科技的发展新阶段。以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化是未来金融创新的技术驱动力。对于第三

方支付，监管与支付机构通过金融科技有效缓解支付安全风险；智能理财通

过金融科技更高效的触达用户服务用户，加快智能投顾的落地；消费金融通

过金融科技进行全业务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保险产品通过金融科技对全场

景数据的处理实现智能化改造。 

蚂蚁集团历经互联网金融时代及金融科技时代，目前已经建立了提供基础设

施，多机构协作，技术综合赋能的多边生态业务系统，拥有流量、场景、数

据、技术、资金、牌照等多方资源。展望未来，蚂蚁集团在金融科技的发展

将一往无前。 

 

风险提示：宏观环境变化、行业监管政策重大变化、BASIC 技术发展不及预

期、资产管理风险控制不得当。 

 

 

公司简介：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的

母公司，也是领先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致

力于以科技和创新推动包括金融服务业在

内的全球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携手合

作伙伴为消费者和小微经营者提供普惠、绿

色、可持续的服务，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

的改变。名字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将

公司命名为“蚂蚁”，是因为始终相信：小，

即是美好；小，蕴含力量(small is 

beautiful,small is powerful)。公司是中

国领先的数字支付提供商和领先的数字金

融科技平台，公司的数字支付服务收入主要

是按照交易金额的一定百分比向商家收取

的交易服务费。在全球经济加速数字化的背

景下，公司也提供跨境支付服务来满足相关

需求。基于广泛的用户覆盖，公司向金融机

构合作伙伴提供数字金融技术支持、客户触

达及风险管理方案，助力其提供消费信贷、

小微经营者信贷、理财及保险服务。在中国，

消费者和小微经营者的金融需求并没有被

充分满足，而公司的服务为他们创造了可观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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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蚂蚁集团：上市在即的超级独角兽 

蚂蚁集团起步于 2004 年，是中国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母公司，也是是中国领先的数字支付提供商

和领先的数字金融科技平台，致力于以科技和创新推动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全球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

公司的业务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并在实现良好盈利的同时持续增长。2017 年、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53.96 亿元、857.22 亿元、1,206.18 亿元和 725.28 亿元。 

 

图1：蚂蚁集团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蚂蚁集团的前身支付宝于 2004 年成立，其首创在线担保交易解决方案。 

2009 年，支付宝推出移动端 app。 

2010 年，快捷支付推出，首推基于场景的线上保险产品 

2011 年，公司脱胎于阿里巴巴集团，独立运营。马云将支付宝所有权转让给了浙江阿里。支付宝向阿里集团

支付知识产权许可费用和软件技术服务费用。同年，二维码支付上线。 

2013 年，支付宝的母公司—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宣布将以其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小

微金融成为蚂蚁集团的前身，余额宝上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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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蚂蚁集团正式成立，阿里集团入股 33%达成协议，花呗正式推出。 

2015 年 7 月初，蚂蚁集团对外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18.5 亿美元，投资方为国开国际，市场估值超过 450 亿

美元。同年，借呗和芝麻积分推出。 

2015 年 7 月 8 日，蚂蚁集团旗下品牌支付宝 9.0 正式发布，新版支付宝增加了社交元素。 

2015 年 8 月 18 日，蚂蚁集团旗下智慧理财平台——蚂蚁聚宝正式上线。 

2016 年 3 月，蚂蚁集团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推出了其 APP，为小微企业及部分个人用户提供贷款、理财、

转账等金融服务。 

2016 年 4 月 26 日，蚂蚁集团宣布完成了 45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由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领投，这是全球互

联网行业最大的单笔私募融资。外界对蚂蚁集团的估值达到 600 亿美元。蚂蚁集团宣布，将把农村金融、国

际业务、绿色金融作为未来的三大战略重点。同年，蚂蚁森林推出。 

2019 年，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取得 33%股份。 

2020 年，正式更名为蚂蚁集团，支付宝 APP 数字生活战略发布。 

2020 年 8 月 25 日,蚂蚁集团向上交所科创板递交上市招股说明书,并同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 A1 招股申请

文件，迈出 A+H 上市关键一步。 

1.1 以支付为中心的多产品+全场景覆盖 

目前公司营业收入主要包括数字支付服务，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以及创业业务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数字支付服

务构成除了支付宝的支付应用以外，还涵盖数字支付技术及基础设施，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商家服务以及跨

境支付服务。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微贷科技平台、理财科技平台和保险科技平台，而创新业务主要指

区块链业务。 

图2：蚂蚁集团历年营收结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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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蚂蚁集团旗下产品和服务包括支付宝、余额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借呗、蚂蚁财富、

招财宝、网商贷、蚂蚁达客、蚂蚁金融云等众多板块。 

图3：蚂蚁集团产品矩阵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东兴证券研究所 

已完成以支付为中心的全场景覆盖。蚂蚁集团众多业务板块分别涉及支付、基金、理财、保险、银行、消费

金融、小额贷款、征信、股权众筹众多金融领域。其中以支付服务为核心，结第一大股东阿里巴巴集团的业

务协同，目前覆盖 40 种不同的消费场景，包括网购、零售店、游戏、日常缴费、餐饮、汇款、公益、信贷、

金融服务、充值、校园服务、交通和医疗服务。 

图4：支付产品覆盖 40 种消费场景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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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背靠阿里巴巴，积极进行投资并购拓展业务边界 

公司股权结构方面，原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现持有蚂蚁集团 32.647%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图5：蚂蚁集团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为 29.8621%，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为 20.6556%；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 5%，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为 2.9395%，为第四

大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股为 1.0488%，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为 0.730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0.4184% 

 

表1：公司前十大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00,807,353  29.8621 

2 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11,619,577  20.6556 

3 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763,002,334  32.647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698,966,840  2.9395 

5 置付（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1,354,708  1.9402 

6 上海众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7,611,214  1.2936 

7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249,400,603  1.0488 

8 上海麒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7,947,076  1.0427 

9 上海祺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0,162,546  1.01 

10 北京京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337,790  0.9182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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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外延投资并购极大的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场景，打开了更大的业务扩张边界。蚂蚁集团在注重内生发

展的同时，非常注重外延投资的方式拓展业务范围。从 2014 年 10 月蚂蚁金服成立起，公司在战投方面动作

频频。不仅围绕金融科技的主要投资赛道，还通过投资的方式进入需要牌照的行业或者金融细分行业。从 2016

年开始，蚂蚁集团投资风格更加多元化，开始关注零售、医疗健康、旅游、物流运输、文娱传媒等领域，极

大的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场景，打开了更大的业务扩张边界。 

截止 2020 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参与过 197 次的战略投资，其中金融类投资标的占比 29%，企业服务类占比

21%。 

图6：蚂蚁集团的投资标的分类占比 

 

资料来源：圣恒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2. 互联网金融时代蚂蚁集团的全业务布局 

2.1 金融行业经过与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融合诞生了互联网金融新业态 

互联网蓬勃发展背景下，金融与互联网融合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1946 年第一台计算机被发明以后，信息

化逐步渗透各个行业，在早期，金融行业通过 ATM 机以及 POS 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提升了效率。90 年代

互联网蓬勃发展之后，信息之间的互联互通极大的加强，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进一步加深。1997 年第一家网

上银行招商银行网上银行诞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的时代开启，2000 年后在电子商务崛起的背景下，互联网金

融突破时间和地域的束缚，提供贴近方便的金融服务，客户覆盖面广泛且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在 2004 年

以后进入了高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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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科技赋能金融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 2015年 7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等十个部委共同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与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

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根据产品类型划分，互联网金融可分为两大类型：以蚂蚁金服、京东数科为代表

的综合型互联网金融和以分期乐为代表的垂直化互联网金融。 

图8：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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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科技的蓬勃发展对金融的改造产生出众多商业模式和细分赛道。互联网金融总体概括来说，新兴的商

业模式业态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借贷”、 “互联网+理财”三大主流模式，分别诞生了 “支付宝”“微

信支付”“余额宝”“花呗”“借呗”“微粒贷”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此外，互联网金融不仅包括对原有金融行业

的资源重整与连接，还包括了对全新商业模式从 0 到 1 的孵化，典型的就是线上众筹。 

图9：互联网金融行业全景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第三方支付龙头，支付宝成为行业流量枢纽 

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非银机构，借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采取与各大银

行签约的方式，在用户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间建立连接的电子支付模式。 

1999 年中国第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首易信支付诞生。此后，2003 年，支付宝诞生，自此，第三方支付

行业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 

支付宝的担保交易解决了初期淘宝网上交易的难题。2003 年淘宝网诞生之后其电商交易的商业模式面临着

突出的信任问题，卖家和买家彼此没有实体场景，因此彼此不互信，先付款还是先发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面对这个问题，当时银行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淘宝网自己提供交易担保。于是，

淘宝网团队设计了一套“担保+交易”的体系。这就是支付宝的前身。支付宝的担保交易解决了淘宝交易的难题。

在那一年之后，它就覆盖了淘宝 70%以上的商品，日交易量达 8000 笔，日交易额达到了 100 万元。到了 2009

年，支付宝用户数已超过 2.7 亿，日交易量超过了 12 亿元，但由于在操作上需要安装银行的网上银行插件

并且使用 U 盾等安全口令工具，操作流程非常冗长，最后导致付款成功率居然在 50%以下。 

快捷支付助力支付宝成为世界领先支付产品。2010 年 6 月，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这

在政策上确立了支付宝的合法地位，极大的方便了其与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在这样的契机下，支付宝推出了

快捷支付这种新的支付方式，用户通过信用卡快捷支付，不需要事先开通网银，只要根据提示输入卡号等必

要信息就可以非常简单、安全地完成网上支付，并且支付额度以信用卡本身的额度为准，不受网银额度下调

等限制，相应的支付宝的支付成功率也因此升至 98%。在用户数上，支付宝也超越 PayPal，成为全球用户

数最多的电子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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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12 个月期间，通过公司平台完成的总支付交易规模达到 118 万亿元。支付宝 APP 

服务超过 10 亿用户和超过 8,000 万商家。支付宝 APP 目前已经成为提供数字支付、数字金融和数字生

活服务的全方位服务平台。 

在行业方面，2009 年电子支付乱象丛生。2009 年我国电子支付产业交易量达到 5677 亿元。但是在这一时

期，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第三方支付处于监管的盲区，挪用资金，非法套现等行为接连发生，整个支

付行业问题也频频呈现。 

进入 2010 年，第三方支付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和第三方支付牌照的颁布。2010 年 6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

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应当依据该办法规定取得

《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次年 5 月，央行向支付宝、银联、财付通等 27 家企业颁发了第一批《支

付业务许可证》。支付牌照全面覆盖了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货币

汇兑等众多支付业务类型。其后第三方电子支付走向了健康良性的发展新阶段。 

表2：首批 27 家获得支付牌照企业 

许可证编号  公司名称 发证日期 

Z2000133000019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231000010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311000013  北京商服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444000013  深圳市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531000017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611000010  开联通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711000019  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831000014  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0931000013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031000010  上海盛付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111000013  钱袋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231000018  上海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344000012  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444000011  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511000019  北京数字王府井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611000018  北京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731000013  杉德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811000016  裕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1912000014  渤海易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044000013  深圳银盛电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131000017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211000010  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346000018  海南新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431000014  上海捷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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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编号  公司名称 发证日期 

Z2002511000017  北京拉卡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631000012  上海付费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Z2002744000016  深圳市壹卡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衍变研究报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第三方支付双寡头格局已定。截止到 2019 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两者的份额共

计为 93.8%。在 C 端支付市场中，两大巨头已占据绝对优势。 

图10：2019 年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2019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约为 226.1 万亿元，同比增速为 18.7%。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已

经结束了快速增长期，进入到了稳步增长阶段。 

图11：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单位：万亿元）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54.50% 39.50% 

支付宝 财付通 壹钱包 京东支付 联动优势 

快钱 易宝 银联商务 苏宁支付 其他 

1.2 6 12.2 58.8 
120.3 

190.5 
226.1 249.2 

391.30% 

103.50% 

381.90% 

104.70% 
58.40% 

18.70% 10.20% 0%

100%

200%

300%

400%

5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规模（万亿元） 同比增长率（%）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蚂蚁集团：穿越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时代的独角兽 

P13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2.3 余额宝的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互联网理财进入新业态 

2010 年支付宝快捷支付的上线后，用户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支付，但彼时的支付宝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支

付工具，它希望用户，把钱放在上面。为了解决支付宝账户价值的问题，支付宝选择了波动小，收益稳定的

货币基金。2012 年 12 月，支付宝与天弘基金达成合作关系，次年推出余额宝产品。余额宝创新性的将最低

投资门槛从 100 元降低至 1 元，并且突破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做到实时购物支付等功能。 

图12：余额宝产品宣传图 

 

资料来源：全天候科技,东兴证券研究所 

余额宝曾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2013 年 6 月 13 日，余额宝正式上线，余额宝依托支付宝的 3 亿用

户，在推出后短短六个月时间，用户量就达到了 8100 万，而同期中国股市的活跃账户不过 7700 万。上线一

年后 2014 年 6 月 30 日，余额宝用户数量突破 1 亿，资金规模达到了 5742 亿元。其后余额宝甚至一跃成为

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在巅峰时期，其规模接近 2 万亿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蚂蚁集团的理财科技平台促成的资产管理规模达 40,986 亿元，并与约 170 家资

产管理公司合作开展业务，其中包括中国绝大部分的基金公司、领先的保险公司、银行和证券公司。公司目

前是中国最大的线上理财服务平台。 

余额宝的成功，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当时中国的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飙升，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银行业存款利率过低。余额宝在这个

空间中为用户提供了收益可观的理财渠道，当时其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 6.74%，远超同期银行活期存款

利率。 

第二，余额宝的投资门槛极低，一元即可购买。如此低的投资门槛对互联网用户非常友好。 

第三，余额宝创造出了货币基金的 T+0 赎回模式，使得用户在认知方面对银行存款进行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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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余额宝在特定时期突出的产品优势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余额宝的诞生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是颠覆性的事件，它代表了互联网公司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式改变了业

务形态，此后微信理财通，网易 “活期宝”， 苏宁 “零钱宝”等同类型产品上线，市场称之为“宝宝类”理财产

品。 

表3：互联网平台的“宝宝类”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发行平台 挂钩货币基金 

腾讯佣金宝 佣金宝 国金金腾通货币 

中信银行薪金煲 中信银行 信诚薪金宝 

嘉实薪金宝 

华夏薪金宝 

南方薪金宝 

京东小金库 京东金融 鹏华增值宝 

嘉实活钱包 

百度百赚 度小满理财 华夏现金增利 

工银现金快线 工银瑞信 工银货币 

微信理财通 理财通 华夏财富宝 

广发天天红 

汇添富全额宝 

易方达易理财 

新浪存钱罐 新浪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苏宁零钱宝 苏宁金融 广发天天红 

汇添富现金宝 

平安银行平安盈 平安银行 南方现金增利 

平安大华日增利 

阿里余额宝 支付宝 天弘增利宝 

资料来源：金牛基金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收益率高 

一元投资门槛 

T+0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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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2.79%，跌破 3%以下， “宝宝类”理财产品发展进入稳定阶段。 

当前银行系理财子公司的陆续落地也给互联网宝宝类理财产品带来竞争。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也

将成为平民化的产品，1 元起投，投资者不再受到高起点的限制，投资选择多样化。 

图14：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4 领先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为集团提供澎湃的盈利动能 

互联网与借贷的结合主要包括网络消费金融，网络小额贷款以及 P2P（Peer to Peer Lending）。网络消费金

融指通过互联网在线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服务模式。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

款公司，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小额贷款。 

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商的收入来源包括分期手续费、逾期罚息、通道费用以及其他服务费。分期手续费在消

费者选择分期付款的情况下产生，分期期数越多，分期手续费越高。当消费者逾期未还款时需向互联网消费

金融服务商交付相应罚息，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商多按日计算罚息，如花呗以0.05%逾期费率按日收取罚息。 

相比全额付款，分期付款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消费门槛，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基于分期付款方式

的这一特点，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商可从各垂直领域的场景服务平台获取通道费用，如购物电商平台、旅游

服务平台、租房服务平台等，通道费用区间约为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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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收费模式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贷款规模从 2014 年的 187.2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91,530.6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 370.2%。伴随着中国居民消费需求逐步增长以及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互联网消费金

融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提升，预计至 2023 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贷款规模将达 502,884.7 亿元，2018

至 2023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40.6%。 

图16：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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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蚂蚁集团上线了花呗和借呗两款产品。花呗属于消费信贷产品，支持用户在天猫、淘宝购物

消费时付款用，它在产品设计和体验上类似网络信用卡的功能；而借呗是一款无抵押的小额贷款产品，用户

可以直接从借呗获取资金。 

经过五年的发展，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和小微经营者信贷平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

司平台促成的消费信贷余额为 17,320 亿元、 小微经营者信贷余额为 4,217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约 100 家银行合作伙伴合作开展业务，包括全部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全部股份制商业银

行、领先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外资银行，同时也与信托公司合作。 

2015 年 6 月，蚂蚁集团的互联网银行——网商银行正式开业； 

互联网银行指以互联网为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存款、贷款、支付、结算、汇转等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网

商银行是中国第二家民营互联网银行，第一家为微众银行。2015 年中国民营互联网银行行业资产规模为

398.7 亿元。从 2016 年起各大互联网企业以及部分传统零售巨头相继成立民营互联网银行，重点发展普惠

金融以及供应链金融业务。2018 年，中国民营互联网银行共计 8 家，资产规模高达 4,445.2 亿元。2015 至

2018 年期间，中国民营互联网银行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3.4%。伴随互联网银行持续创新信贷

产品、存款产品以及拓展与同业银行的合作模式，互联网银行资产规模将有望持续扩容，预计至 2023 年中

国民营互联网银行资产规模将突破 2 万亿元。 

图17：中国互联网银行资产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未来，民营互联网银行仍将持续与商业银行合作。现阶段民营互联网银行的资金核心来源于同业负债与股东

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同时，民营互联网银行难以全面覆盖传统银行经营的业务内容。民营互联网银行将积

极加强与传统银行机构合作，以强强联合形式，拓展盈利空间。民营互联网银行凭借股东优势，在线上用户

数据积累、获客能力以及金融科技创新具有先发优势，而传统银行机构在征信数据、线下网点数量以及金融

产品设计等层面上优势显著。民营互联网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进行资源互补，如民营互联网银行负责数据搜

集、整理与提取，传统银行机构负责对公、营销与实地业务鉴证等，将有效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拓展盈利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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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民营互联网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互补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2.5 凭借流量，场景及数据优势，互联网保险产品独具一格 

2016 年，蚂蚁集团发展了保险业务，并在支付宝上线。至此，蚂蚁集团已经成为集理财、保险、借贷等业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互联网金融服务集团。 

互联网保险是将传统保险模式中销售、核保、承保、理赔等运营环节迁移至线上，并使用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进行业务赋能，实现简化运营流程和增强产品创新等效用。按照产品结构划分，

互联网保险包括互联网人身险、互联网财产险、互联网创新型保险三种。 

蚂蚁集团的保险产品主要是面向个人的保险超市的商业模式。旨在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选择，并改善用

户的购买体验。保险超市模式除了平台自身获客，亦通过与其他平台进行导流，或在保险产品设计上与保险

公司联合创新，推出更符合用户个性化的保险需求。 

蚂蚁集团的保险科技帮助保险公司提供创新型保险产品，这些产品投保方便、门槛低、条款透明、价格普惠，

具备良好的用户体验。通过公司的平台，消费者可以选择超过 2,000 种产品，覆盖寿险、健康险、财险，

以及公司的互助项目相互宝。 

在互联网保险业务上，蚂蚁集团效法在余额宝的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经验。 

2010 年，公司在淘宝平台上首次推出了退货运费险，这是中国第一个线上场景险。这种创新型低成本的保

险产品能够赔付买家在阿里巴巴集团电商平台上购买产品后退货产生的运费。退货运费险的保费通常每单低

于 1 元。退货运费险减轻了消费者对于退货的顾虑，从而降低交易摩擦，有助于提升阿里巴巴集团电商平

台上的交易量。 

“全民保”产品具有一元起投的低门槛和灵活的投保周期。2018 年 8 月，蚂蚁集团与人保寿险合作推出了“全

民保”。“全民保”是一款普惠、灵活且简单易懂的养老保险产品，投保门槛低至 1 元。与通常具有固定期限

和较高保费门槛的养老保险产品相比，“全民保”具有灵活的投保周期和金额。当投保人退休后，每月可以便

捷地从支付宝中领款。“全民保”产品页面能够在消费者输入期望的投保金额和周期后实时显示预计可领的金

额。这些功能可以帮助消费者迅速地理解养老保险产品的要素，从而降低决策难度和提升保费规模，并吸引

了更多保险合作伙伴的参与。 

“相互宝”通过产品设计的创新极大的推动了重疾险的创新。2018 年 10 月推出的互助项目相互宝能够向

用户提供 100 多种重大疾病的健康保障。通过互助和后付费的形式，相互宝降低了医疗重疾险的门槛，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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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会员加入相互宝时不需要付费。当一个会员提出申请互助金后，该会员需要通过支付宝 

APP 提交相关材料，随后接受调查和审阅。如果互助申请获批，该会员将获得一次性互助金，费用由其他

所有成员分摊。 2019 年，每个会员的平均分摊费用为 29 元。自推出以来，相互宝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积累了超过一亿会员。除了为会员提供健康保障，相互宝同时提高了消费者

的保险意识和购买健康保险产品的意愿，许多相互宝的会员也购买了“好医保”健康险产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12 个月期间，超过 5.7 亿支付宝用户通过公司平台投保或受保，或参与了互助项目相互宝。 

图19：全民保产品  图20：相互宝产品 

 

 

 

资料来源：支付宝 APP,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支付宝 APP,东兴证券研究所 

 

凭借流量优势及商业模式创新的巨大吸引力，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线上保险服务平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12 个月期间，公司平台促成的保费及分摊金额为 518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与约 90 家保险机构合作开展业务。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线上保险服务平台。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2014-2016 年中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逐年上涨，从 2014 年的 859.0 亿元增

长至 2016 年的 2,299.0 亿元，互联网保险渗透率从 2014 年的 4.3%增至 2016 的 9.2%。2018 年互联网保

险保费收入为 1,889.0 亿元，互联网保险渗透率为 5.0%，2014-2018 年互联网保险保费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1.8%。蚂蚁集团的众多互联网保险产品凭借其数据优势，流量优势以及丰富的场景，将会在保险产品线上

化及互联网化的蓝海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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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中国互联网保险（人身险，财险）保费收入（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3. 金融科技时代蚂蚁集团的技术+解决方案全面赋能 

3.1 互联网金融迎来技术创新进入金融科技新时代 

2016 年起，互联网金融进入金融科技的发展新阶段。2016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态度

发生变化，定调“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2016 年 4 月起，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开始。伴随着金融科技

概念兴起和监管的收紧，行业开始重新审视科技的重要性，以技术输出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开始出现， 此外， 

2018 年以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行业对技术的理解愈加深入，技术输出型金融科

技企业价值快速上升，新进入者也不断增加。行业正式进入金融科技的新阶段。 

图22：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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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业务优势有海量的流量入口，极低的边际成本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和对应的易用性极强的用户体

验。前文所述的“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消费金融”以及“互联网保险”是互联网与金融的初

期结合业态。基于海量用户连接的互联网技术为金融带来了三大业务优势，即海量的流量入口以及极低的边

际成本，同时还具有商业模式创新和对应的易用性极强的用户体验。 

而和“互联网金融"相比，金融科技是其更深入更广泛的概念。金融科技不是简单的“互联网上做金融"，应用

的技术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海量用户连接优势。而主要是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 

 

图23：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技术应用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金融科技化是未来金融创新的技术驱动力。过去五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善了互联网金融

发展方向，表现为交易方式、交易渠道的变化（如民间借贷转为 P2P 网贷、由实体机构转为网络平台），交

易成本的节约（如业务的远程办理）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如数据审贷、风控管理、智能投顾等）。 

其直接影响和促进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 

1）前台业务的虚拟化和数字化，表现为交易渠道由线下转为线上，交易方式由柜台转为远程、由人工转为

自助； 

2）后台业务与技术的升级以及大数据对流程的优化改造，例如自动交易技术、基于大数据的风险控制和个

性化产品设计等； 

3）诞生新的商业模式，交易结构。 

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对于金融业务的持续渗透应用，并伴以新型金融形态（如区块链金融等）。

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将更加直接而明显，成为下一步金融创新的技术驱动力。 

  

互联网金融 

• 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 

金融科技
Fintech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据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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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金融科技技术及价值  图25：金融科技产业图谱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金融科技赋能四大业务发展趋势 

监管与支付机构通过金融科技有效缓解支付安全风险 

作为支付业务的参与主体，监管方与支付机构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对支付

安全进行了多重保障，降低了支付欺诈、洗钱、账户被盗用等支付犯罪行为的发生概率，从而有效缓解了支

付业务的安全风险。 

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支付机构实现了支付信息的可追溯、 可验证， 进一步保障了支付安全性。利用大数

据可以获取终端用户行为日志，用户身份权限日志 网络设备日志等数据，进而完成实体画像、威胁预警、

违规取证、溯源定位、网络威胁风险的智能性、可视化、自动化安全分析与处置等多种应用创新。 

智能理财通过金融科技更高效的触达用户服务用户，加快智能投顾的落地 

目前中国在智能投顾方面的落地程度相对落后于美国，由于投顾业务的个性化需求较高， 深度的咨询业务

仍需要依靠专业的投资顾问，但传统理财顾问人力不足，无法触达所有人。 

技术手段可拓宽理财服务边界直接触达全量的投资者，并提高客观公正度。而算法模型的强化、知识图谱的

构建等成为智能投顾突破的关键。 

此外，在对客营销方面，智能营销方面的落地情况相对较好，得益于银行的用户数据积累，以及与互联网公

司等多方数据的合作，实现用户的深度分析进而让理财产品得到精准化推荐，通过数据分析促活沉睡用户， 

最大化挖掘用户购买理财产品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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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金融科技赋能理财业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金融科技助力消费金融全业务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 

消费金融目前主要面临新用户获客成本高，消费者逾期风险等问题。消费金融从业机构可以运用金融科技提

升自身的全流程风控能力和老客户运营能力。在用户数据的串联下，消费金融从业机构通过研发大数据分析、

生物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可以实现消费金融业务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模式，从而有效提升风控效果、降

低逾期风险并提高老用户的复贷率。 

图27：消费金融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模式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金融科技通过全场景数据处理实现保险产品智能化改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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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众的保险意识还未完全觉醒，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保险代理机制未给用户带来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 

保险条款文字说明晦涩难懂，保险行业对用户的教育和渗透程度都不高。因此目前保险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的

价格战。 

金融科技对保险业务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云计算与大数据为基础， 构建全域数字化的业务场景， 进而实现

从保险产品设计、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此外，物联网的发展将会从数据获取上打开新的增

量空间，让体系更完善，帮助数据更好地助力保险科技落地。 

图28：全场景数据赋能保险智能化改造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3.3 蚂蚁集团的金融科技技术，产品，解决方案服务体系完备 

2016 年金融科技元年之后的 2017 年，蚂蚁集团在公布了自己的“BASIC”战略，即 Blockchain（区块链）、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Security（安全）、loT（物联网）和 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五大领

域构成了蚂蚁集团技术开放的基石。 

2018 年蚂蚁集团宣布蚂蚁金融云正式升级为蚂蚁金融科技并全面开放，为行业提供完整的数字金融解决方案，

金融安全技术、海量金融交易技术，金融风控技术等数百种技术及数字银行解决方案、数字保险解决方案等

行业解决方案向行业开放。 

通过蚂蚁集团金融科技平台，金融机构不必搭建服务端硬件环境，可以快速部署网络、存储、数据库等服务。 

针对应用的生命周期，金融科技将围绕“金融智能”、“金融安全”、“金融分布式架构”、“移动开发”、“区块

链”、“金融分布式数据库”等关键技术，在研发、发布、运维、运营、下线等阶段，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快速

交付、轻松管理，降低业务启动门槛。 

同时，金融科技在“数字银行”、“数字保险”、“数字证券”、“数字监管”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更专业的

行业解决方案，提升数据安全，保障业务稳定，优化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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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蚂蚁集团金融科技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金融科技的生态体系，涉及到流量获客、场景、数据、技术、资金、牌照等多方资源。未来金融科技 toB 以

及 toG 服务发展方向在于平台化和生态化的多位一体服务能力。蚂蚁集团历经互联网金融时代及金融科技时

代积累了丰富的资源，目前已经建立了提供基础设施，多机构协作，技术综合赋能的多边生态系统，展望未

来，蚂蚁集团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将一往无前。 

 

4. 风险提示 

宏观环境变化、行业监管政策重大变化、BASIC 技术发展不及预期、资产管理风险控制不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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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公司深度报告 字节跳动：赢在今日头条与抖音的爆款产品力与差异化运营 2020-08-05 

公司深度报告 传媒系列报告之 10-腾讯控股（0700.HK）：微信生态孕育庞大广告市场 2020-06-17 

公司深度报告 小米集团-W（01810）系列报告之一从营销看小米：创新的营销策略为小米手机带来

成功 

2020-05-27 

公司深度报告 阿里巴巴（BABA.N）深度系列报告之二：核心电商业务仍是生态系统基石，下沉市

场是重要引流血管 

2019-11-01 

公司深度报告 猫眼娱乐（01896）深度研究报告：商业模式创新的佼佼者，产业赋能大文娱前景可

期 

2020-01-13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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