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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互联网金融周报(7.10-7.16) 

EMVCo 推出二维码支付官方国际标准 

 投资评级 推荐 

行情回顾： 

上周互联网金融指数下降 2.44%,CS 计算机指数下降 3.82%,创业板指数

下降 4.90%，互联网金融板块表现优于计算机板块且优于创业板板块。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7 月 15 日，EMVCo(国际芯片卡及支付技术标准组织)在其官网正式面向

全球发布《EMVCo 用户出示二维码模式技术规范 1.0 版》。这意味着二

维码支付的全球推广与应用，自此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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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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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EMVCo 的覆盖范围已从最初的芯片卡迁

移，逐步延伸至支付标记化、移动支付身份认证等多个领域。 

据悉此次 EMVCo 制定全球二维码支付官方标准中国银联起到重要的作

用，2015 年 7月至 2016年 6 月，中国银联曾担任 EMVCo 管理委员会轮

值主席；2017 年 7 月 5 日，中国银联正式成为 EMVCo 执行委员会轮值

主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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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担任工作组组长。中国银

联以《中国银联二维码支付应用规范》为蓝本，带领 EMV 二维码工作组

设计提出了最终的技术解决方案。 

早前中国银联方面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他们将在境外加速推广二维

码产品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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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银联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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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银联积极推动 EMVCo 推出二维码模式技术标准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应对以支付宝和微信为首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对传统支付市场冲击，

今年来微信支付与支付宝正在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积极抢占海外消费场

景，银联加入势必大大加速海外移动支付拓展的进程，我们认为未来场景

和数据将是考量金融科技公司的核心指标，掌握优质场景的公司潜力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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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行业指数 3581.91 

上证指数/深圳成指 3157.87/10366.78 

公司家数 754 

总市值(百万元) 6754192.17 

流通市值(百万元) 46330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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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行业周报、月报-互联网金融周报

（6.12—6.18）艾瑞咨询发布《2017 年中国第

三方移动支付行业研究报告》》，20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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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EMVCo 推出二维码支付官方国

际标准 
7 月 15 日，EMVCo(国际芯片卡及支付技术标准组织)在其官网正式面向

全球发布《EMVCo 用户出示二维码模式技术规范 1.0 版》。这意味着二

维码支付的全球推广与应用，自此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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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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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EMVCo 的覆盖范围已从最初的芯片卡迁

移，逐步延伸至支付标记化、移动支付身份认证等多个领域。 

据悉此次 EMVCo 制定全球二维码支付官方标准中国银联起到重要的作

用，2015 年 7月至 2016年 6 月，中国银联曾担任 EMVCo 管理委员会轮

值主席；2017 年 7 月 5 日，中国银联正式成为 EMVCo 执行委员会轮值

主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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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担任工作组组长。中国银

联以《中国银联二维码支付应用规范》为蓝本，带领 EMV 二维码工作组

设计提出了最终的技术解决方案。 

早前中国银联方面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他们将在境外加速推广二维

码产品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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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银联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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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银联积极推动 EMVCo 推出二维码模式技术标准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应对以支付宝和微信为首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对传统支付市场冲击，

今年来微信支付与支付宝正在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积极抢占海外消费场

景，银联加入势必大大加速海外移动支付拓展的进程，我们认为未来场景

和数据将是考量金融科技公司的核心指标，掌握优质场景的公司潜力巨

大。 

 

第 2部分  行业相关数据 
上周互联网金融指数下降 2.44%,CS 计算机指数下降 3.82%,创业板指数下降 4.90%，互

联网金融板块表现优于计算机板块且优于创业板板块。 

图表 1 互联网金融板块最近半年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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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图表 2近半年网贷利率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网贷之家、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区块链、移动支付热度继续上升，尤其是区块链热度同比增长 70%，涨幅较大，互

联网金融热度趋冷同比下降 20%。 

图表 3 本周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移动支付百度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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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指数、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图表 4 P2P 行业相关数据 

时间 平台总数 问题平台数 新上榜平台 

2017.06 2114 50 2 

本周成交量排名前五 P2P平台 

排名 平台 成交量（万元） 待还余额（万元） 

1 鑫合汇 80012.48 431509.6 

2 陆金服 66294.08 14380075.67 

3 红岭创投 61506.34 1995638.16 

4 微贷网 33336.76 1695430.52 

5 小赢理财 25657.79 2577205.96 

 

资料来源：网贷之家、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图表 5本周主要现金贷产品下载量 

排名 产品 下载量 

1 闪电借款 12216812 

2 布丁小贷 1955200 

3 用钱宝 560811 

4 2345贷款王 499300 

5 曹操贷 368210 

 

资料来源：酷传、国元证券研究中心（仅限于安卓端） 

 

图表 6本周主要现金贷产品总下载量 

排名 产品 下载量 

1 闪电借款 70,94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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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丁小贷 62,553,653 

3 2345贷款王 38,732,789 

4 曹操贷 36,832,195 

5 用钱宝 32,518,155 

 

资料来源：酷传、国元证券研究中心（仅限于安卓端） 

 

本周互联网金融板块月涨幅排名前三的公司是凯瑞德（15.06%）、邦讯技术（12.26%）、

安源煤业（11.14%），周涨幅排名前三的公司是报喜鸟（5.79%）、*ST 大控（4.82%）、

腾邦国际（3.78%），本周互联网金融指数 53只成分股中，8只上涨，6只持平，39 只下

跌。 

图表 7 A股互联网金融公司月涨幅榜 

排名 代码 公司 涨幅（%） 

1 002072.SZ 凯瑞德 15.0635 

2 300312.SZ 邦讯技术 12.2613 

3 600397.SH 安源煤业 11.1386 

4 002316.SZ 键桥通讯 10.5769 

5 300300.SZ 汉鼎宇佑 10.4192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图表 8 A股 互联网金融公司周涨幅榜 

排名 代码 公司 涨幅（%） 

1 002154.SZ 报喜鸟 5.7895 

2 600747.SH *ST大控 4.8193 

3 300178.SZ 腾邦国际 3.7793 

4 000587.SZ 金洲慈航 2.7029 

5 002024.SZ 苏宁云商 2.2831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第 3部分 本周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动态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契约型基金的公告（07-12） 

公司拟与上海财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赫美产业并购基金（契约型）私募基

金，基金规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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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07-12） 

公司董事长张培峰先生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42500股，增持均价为 31元/股。本次增持后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143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07-12） 

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20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1.2元人民币现金。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事宜通知债权人暨减

资公告 （07-12） 

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 787,500 股，回购资金 4,039,875 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预

计减至 4,698,983,936 股。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07-12） 

公司拟与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各方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公

司作为一般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目标募集规模

的 2.00%。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07-13）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99.6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2%，申

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78 名，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7月 14日。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07-13） 

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59,393,7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0.1元人民币现金。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07-14）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35,009,5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8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0,975,807.5 元。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07-14）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涉及资产收购，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停牌。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07-15） 

公司实际控制人韩啸先生受让海银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五牛基金 69%的股权，股

权转让完成后韩啸先生持有五牛基金 99%的股权。上海权赢实业有限公司受让海银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五牛基金 1%的股权。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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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4,907,433 股新股。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信贷资产财产权信托暨信贷资产转让的公告

（07-15） 

公司及世联小贷拟通过云南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行设立“云南信托• 世联小贷三期资产财

产权信托”（以发行时的最终名称为准），将世联小贷贷款债权资产委托予云南信托，相

关基础资产不超过人民币 33,500 万元（以实际协议签订为准），并以基础资产的全部或

部分收入回款循环投资于世联小贷贷款债权资产，本次信托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3,500 万元。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07-15） 

公司决定注销剩余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9.6 万份，回购注销剩余不符合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 161.92 万份，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713,648,000 股变

更为 712,028,800 股。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股份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07-15） 

持有本公司股份 64,01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1.91%）的大股东、董事叶琼玖女士，

持有本公司股份 55,239,47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0.28%）的上海凯士奥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8,25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5.26%）的大股东、董事于浩淼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4,25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51%）的董事王进先生拟自本

公告起 15个交易日后未来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 42,942,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9%）。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第 4部分 本周互联网金融行业新闻 
一级市场 

聚胜财富完成 A轮融资 

聚胜财富完成 A轮融资,金额未公开,投资方未透露。聚胜财富是一家国资控股互联网金

融信息平台。以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为主，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理财服务

以及贷款融资服务。 

资料来源：创业邦、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海融易完成 A轮融资 

海融易完成 A 轮融资,金额 2 亿人民币,投资方为融海金融。海融易是海尔金控旗下成员

企业，为合格的融资方与投资者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公司业务涵括个人与企业财富管

理、投融资信息咨询、信用风险管控、金融市场数据分析、金融顾问服务。 

资料来源：创业邦、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攸度传媒/比财数据完成 A轮融资 

攸度传媒/比财数据完成 A轮融资,金额 6300万人民币,投资方为中科招商、第一东方、

中润资本、麒筱投资。攸度传媒是一家专注于金融互联网领域的移动金融精准营销的公

司。主要产品为直销银行理财产品：比财，为用户提供银行的货币基金（直银宝）、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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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及纯债基金等投资标的比较及购买服务。 

资料来源：创业邦、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百思贷/软石科技完成 A轮融资 

百思贷/软石科技完成 A 轮融资,金额数千万人民币,投资方为小赢科技。百思贷是中国

互联网金融行业中专注于车贷金融的专业平台。百思贷利用移动支付和大数据等先进互

联网技术，调剂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资金融通，满足双方的投融资需求，最终实现多方共

赢。隶属于南京软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创业邦、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寻汇完成 A 轮融资 

寻汇完成 A轮融资,金额数千万人民币,投资方为华创资本。寻汇作为首家结合汇率管理

的跨境金融服务商，由外资投行金融专家创立，以资金安全与合规监管为首位，整合跨

国银行、第三方支付、金融技术及市场风险管理，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海外收款与汇

率管理服务，助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中做到真正的成本节省和效率优化。 

资料来源：创业邦、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一周重点新闻 

习近平：加强互金监管 设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

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金融

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

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联播，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信而富、宜人贷股价大涨 信而富一周涨幅超 20% 

美国东部时间周五（7 月 14日），在美国纽交所（NYSE）上市的两家中国 P2P平台宜人

贷和信而富股价大涨，领跑中概股。 

资料来源：热点观察、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互联网巨头的金融生意转向：从自营金融走向科技 

技术可以解决坏账率和成本效率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公司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发展规模

的根本因素在于资本金而非技术，这就需要企业不断通过融资去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

净资产规模将成为公司未来的发展瓶颈。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酷派估值遭下调 85% 已被调出港股通名单 

乐视系的资金危机也影响到了其投资的上市公司。据中国基金报报道，乐视去年收购的、

在港交所上市的酷派集团(02369.HK)也受到股东危机波及，停牌中的酷派集团遭到内地

一家基金公司大幅度估值调整，下调幅度高达 85%。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2017 朗迪中国峰会盛大召开 金融科技领袖共议行业热点 

2017 年 7月 15至 16日，2017 年度朗迪金融科技峰会在上海召开。本届朗迪峰会吸引了

超过 2000 名全球金融科技行业决策者参与，来自蚂蚁金服、微众银行、易通贷、众安保

http://www.wdzj.com/jhzt/P2Pptyrd/
http://www.wdzj.com/jhzt/P2Pptyrd/
http://www.wdzj.com/dangan/xef/
http://baike.wdzj.com/doc-view-3546.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3075.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3103.html
http://www.wdzj.com/dangan/ytd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9 

险等的行业领袖分享了后监管时代行业发展、保险科技、区块链、银行合作项目、普惠

金融及财富管理等热议话题。 

资料来源：网贷之家、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去年银行理财投资收益逾 9772 亿 同比涨近 13% 

中国银行业协会 14 日在杭州发布的《2016年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发展报告》显示，2016

年银行理财业务为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 9772.7 亿元，同比增加 1121.7 亿元，增幅

12.97%。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http://baike.wdzj.com/doc-view-3146.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2505.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2505.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2505.html
http://baike.wdzj.com/doc-view-4554.html
http://www.wdzj.com/juhe/170515/lcywfz_168/
http://www.wdzj.com/juhe/170515/yxlcyw_168/
http://www.wdzj.com/juhe/170517/tzz_168/
http://www.wdzj.com/juhe/170517/tzsy_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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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1) 公司评级定义 

二级市场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5-20%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介于上证指数±5%之间 

卖出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劣于上证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人承诺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并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Z23834000），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业务资质：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

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一般性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若国元证券以外的金融机构或任何第三方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

本报告不构成国元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国元证券及其员工亦不为上述

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载述的内容引起的直接或连带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分析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投资建议或要

约邀请。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

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

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本报告是为特定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的参考资料。文中所有内容均代表个人观点。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准确可

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公司不会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本报告版权归国元证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复印、转发或向特定读者群以外的人士传阅，如需引用或转载

本报告，务必与本公司研究中心联系。  网址:www.gyzq.com.cn 

(2) 行业评级定义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

上证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与上证

指数持平在正负 10%以内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

上证指数 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