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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民营个人征信牌照落地在即

征信细分市场广阔 民营机构数据为王

□

本报记者 王荣

临近年底， 首批民营个人征信机构牌照落

地的呼声日涨。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征信机构

监管指引》已低调出台，在机构设立许可和备

案、征信机构保证金、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四

个方面设置了监管规定。 这似乎预示着征信牌

照很快会公示，个人征信市场将迎来“开放” 。

“1000亿，3000亿，5000亿， 一万亿也不

为过。 ” 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孔令强此前曾公开

表示，券商对征信市场千亿元的估值仅是针对

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征信的金融服务市场将容

量无限。

市场预期，首批获牌机构将迎来抢占市场

的先机———快速丰富数据资源， 开发信用产

品，争夺客户资源。但也有知情人士透露，主管

部门对征信牌照发放的屡屡推迟，是因为前期

试点并不尽如人意。

政策红利释放

2015年1月5日， 人民银行发布通知称：已

印发 《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

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

限公司、 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鹏

元征信有限公司、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中智

诚征信有限公司、 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做好个人征

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6个月。

如今，中国人民银行所要求的六个月准备

期早已过去，《征信机构监管指引》 也已经下

发，个人征信牌照随时有发放的可能。

“个人征信牌照的发放，将开启中国人民

银行监管下以独立第三方征信机构作为市场

主体的征信行业大发展的时代。 ” 安信证券分

析师赵怀湘如是评价。

目前，央行征信中心和民营征信机构呈现

为两大阵营， 前者以商业银行报送信息为主

流，后者则凭借各家征信机构所处互联网生态

圈、 股东资源以及第三方数据提供商获取信

息。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毛军华指出，央行

征信中心依靠来自商业银行的数据供给，其短

期内仍将维持主流征信行业地位，并作为公共

性质的征信平台服务于各类授信机构；而民营

征信机构基于其数据的独特性，将提供互补的

信息和服务，但其市场空间尚未打开。

数据显示， 美国征信市场覆盖了1.7亿的

消费者，占到全美总人口的85%，每年发布10

亿份信用报告， 每个月数据处理会超过20亿，

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站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是完全

有机会超越他们的。 ”一筹备征信机构的负责

人指出，中国征信的市场化才刚刚起步，庞大

的征信需求正逐步释放，技术的变革在不断地

推动整个征信行业的发展。

数据为王

看似前途一片美好， 但有消息人士指出，

监管机构对征信牌照的发放比较慎重。

自从央行放开个人征信牌照后，已有企业

信用评级机构、 银行及小贷等信用数据服务

商、第三方支付公司、社交和电商巨头旗下设

置的征信公司以及综合金融集团旗下的征信

公司在相继开抢。 首批牌照还没有正式下发，

百度、京东金融、快钱、北京安融征信、拍拍贷

等机构已经提交了材料，拟申请第二批个人征

信牌照。

“最后不一定每家都能拿到。”一拟持牌机

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相比央行征信中

心， 首批申请个人征信排牌照的公司并非复制

一个央行的征信中心， 而是基于其数据的独特

性提供互补的信息和服务，但是大数据搜集、存

储和处理能力并非所有申请公司均具备。

平安证券分析师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和征

信行业的产业链分布，个人征信公司经营成功

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的范围和准确性、数据处

理能力、数据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客户要求及是

否具有多样性。 但就当前行业环境而言，国内

民营征信公司很难达到这些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各类征信机构

包括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共150多家， 征信行

业年收入约20多亿元。 我国征信机构主要分

为：政府背景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20家左右；

社会征信机构50余家，包括尚未取得征信牌照

的8家个人征信企业。

“短期内民营征信与央行征信中心互联互

通的几率不大。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毛军华

指出，民营征信机构大概率难以获得来自商业银

行的信用信息，即使获得了，其能够提供的超出

央行征信中心的增值产品和服务也不多。

相比政府主导的征信机构，多数民营征信

机构的数据多来源于自有平台。 目前，芝麻信

用的合作企业超过30多家， 包括神州租车、PP

租车、酒店、婚恋网站、出国签证等各种生活场

景，当用户的芝麻分达到一定数值，租车、住酒

店时就可以不用再交押金，办理签证时也不用

再办存款证明。 腾讯讯征信则囊括了几乎所有

中国网民的社交信息， 其平台有8亿QQ用户，

4000亿张QQ空间照片，以及腾讯安全积累的

反欺诈黑名单数据库等。

市场广阔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流行，居

民行为数据逐渐在互联网上沉淀，衣食住行用

等日常生活都将逐步实现数据化，个人征信的

应用场景更为广泛。 新兴场景的出现，扩大了

个人征信的市场空间， 同时也提高了用户体

验，提升了个人征信的使用黏性。

毛华军认为，未来能够大批量获取独家价

值数据的机构最有可能胜出，看好互联网系的

腾讯征信和芝麻信用，以及金融机构系的前海

征信。

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CEO李萱介绍，做个

人征信必须具备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必须具备

存储大数据的能力。 这对任何一家征信企业都

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国内所说的大数据征信，

其实是专指互联网大数据征信。 如芝麻信用，

积累了大量的阿里巴巴平台数据，包括消费记

录、支付数据、水电煤缴费数据、信用卡还款数

据等。

而且，民营个人征信公司还积极寻找合作

伙伴，除了与公安合作，还与银行展开合作。如

北京银行和芝麻信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

芝麻信用首家合作银行，双方将开展信用信息

查询和应用、产品研发、商业活动等多个方面

的合作。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也宣布与腾讯征

信展开合作，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全面分析客户

消费行为和诚信记录，为其“互联网+” 战略提

供支持。

不过，在与央行征信中心的关系上，民营

征信多为配角。 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表

示，要以开放的心态做开放的平台，以大数据

征信做央行征信的补充。

“没有谁能够仅凭自己的力量可以服务好

消费者，特别是在征信这个行业。” 一位征信行

业管理人员认为，整个征信体系发达与完善的

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信

用待遇，这就意味着有些征信机构会覆盖更多

的人群，也有一些小机构单去满足一些特定人

群的需求。 也就是说，征信产业需要不同细分

的持牌征信机构去完善。

考拉征信：

征信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考拉征信相关人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 依托拉卡拉十年积累的海量交易

数据形成的大数据和风控平台， 考拉征信目前已

经与多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

开放共享 互惠共赢

中国证券报：考拉征信业务主要覆盖哪些范围？

考拉征信：目前考拉征信拥有个人征信、小微

商户征信等平台，成功推出了考拉个人信用分、商

户信用分、互联网金融解决方案等众多创新产品。

我们面向的服务对象既有个人，也包括商户、企业

等等合作伙伴， 特别是考拉个人信用分已经覆盖

到金融、民生、购物、租车、租房、交友等多个领域，

为用户带来便利实惠，也为合作伙伴提供保障。

中国证券报：公司的数据来源何处？

考拉征信：考拉征信的数据来源是多维度的，依

托大数据和互联网平台， 数据来源既有拉卡拉十年

积累起来的便民、电商、金融及一亿级个人用户和三

百万线下商户日常经营的相关数据， 同时也有来自

蓝标、拓尔思、梅泰诺和旋极、51job等股东的数据支

持，此外还有公共部门及其他行业合作的数据。

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数据是否向竞争对手开

放？ 如何保证客观公正？

考拉征信： 考拉征信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共

享、互惠共赢的征信平台。 我们的开放不仅仅是股

权架构的开放，还包括评估模型、数据资源、业务平

台创建及运营等全方面的开放。 我们可以根据合作

伙伴需求， 将合作方数据与考拉征信自有数据整

合，建立多维度的征信模型和征信产品。 也可以基

于自有资源、技术与经验优势，基于双方信息共享、

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同建设、运营行业征信平台。

只有在得到用户授权的前提下， 考拉征信才

会向拥有数据源单位发起数据查询的请求， 然后

提取分析后反馈给需求方。 这些数据都是用户的

真实记录，存在于合作伙伴、公共部门及其他行业

机构， 考拉征信在此基础上采用大数据分析法进

行客观分析，整个过程都是客观公正的。

探索盈利模式

中国证券报： 公司征信的主要盈利模式是

什么？

考拉征信：中国的个人征信市场刚刚起步，个

人征信公司的盈利模式都在探索中， 目前还没有

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西方的模式，同时也需要结

合中国的国情。 相信随着个人征信机构业务的开

拓，将会探索出合乎国情的业务模式。

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征信如何处理与央行征

信之间的关系？

考拉征信：以开放的心态做开放的平台，以大

数据征信做央行征信的补充。

美国征信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本报记者 王荣

美国征信体系分为机构征信和个人征信。

机构征信又分为资本市场信用和普通企业信

用。资本市场信用机构有标普、穆迪、惠誉等，普

通企业信用机构有邓白氏等。 个人征信机构主

要有益佰利、爱克非、环联，占据70%的个人征信

市场份额，其余400多家区域性或专业性征信机

构依附于上述几家机构，或向其提供数据。

个人征信产业链主要由数据收集、数据标

准化、数据处理、形成数据产品、产品应用构

成。 其中，数据处理和形成数据产品是产业链

里面的关键环节。

数据来源于多种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免

费提供数据）、第三方数据处理公司（对公共

信息进行简单处理）、征信公司（信息共享，收

取一定的费用）、相关企业和个人工作地（征

信公司主动调查，自己承担相应费用）。 美国

信用局协会制定了用于个人征信业务的统一

标准数据报告栺式和标准数据采集栺式———

Metro� 1及Metro� 2。 这种标准是征信行业发展

的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数据处理需要数据库技术（核心技术主要

掌握在Oracle、IBM、SAP�等手中）、 个人数据配

对处理及特征变量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三

大征信局手中）；建立评分模型、形成信用报告等

产品需要数据库分析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

FICO、Vantage手中）。 征信公司在对外服务过程

中大多数是以特征变量的形式提供。

产品应用就是将数据运用到各种场景中，比

如贷款业务、个人租房等，主要客户有金融机构、

授信机构、雇主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个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