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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梦想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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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费”）是由重庆百货、中科金、物美集团、重庆银行、 阳光财险、浙江中国小商品城，

于2015年战略出资共同组建，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持有消费金融牌照的科技驱动型金融机构。

目前，公司经过三轮战略融资，注册资本达40亿。

马上消费

科技驱动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坚守：依法合规 持牌经营

坚定：服务普惠客群 助力实体经济

坚持：独立自主的全能力建设

关于我们



累计注册用户数

1亿＋

累计交易额

4000亿+

信用记录建立

600万+

累计纳税额

近30亿

创造就业岗位

2000＋

注册资本

40亿

1700 笔均贷款金额

主体AAA 信用评级

百万级 合作商户

200+ 场景的深度合作

数字马上

220+ 专利申请数

1000+ 研发人员

300+ 大数据风控团队

10万+ 风险特征变量

10+ 联合建模

2项 银保监会一类成果

1个 国家级产学研融通平台

1家 省部级实验室

1家 博士后流动站

1个 企业技术中心

100%  自主智能客服

99%+ 智能客服问题覆盖量

93%  智能客服分流率

800+ 自主构建核心系统

马上消费提交专利申请220余项，自研核心系统数量700余个，获得软著作权登记证书43项，

专利数位居持牌消费金融机构首位，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金融机构之一。



• 正式开业；

• 开启全国消金业务；

• 首次增资至13亿元;

• 个人消金产品上线，

商城上线；

• 完成C端产品布局；

• 实现三大电信运营商

合作；

2016年
• 第二次增资至22亿元；

• 建立合作金融机构

200家、合作渠道平

台100家，业务高速

发展；

• 自研技术系统：

• G!COLO、Face X2.0、

XMA、OCR等上线；

2017年
• 第三次增资至40亿；

成为内资第一大消费

金融公司；

• 科技能力精进：获准

设立博士后研究工作

站，获批重庆市省级

重点实验室；两项课

题获银保监会银行业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课

题非银机构组一类成

果奖；

2018年
• 主体AAA信用评级；

• 首期ABS发行，融资

成本3.8%，创同期同

类产品利率新低；

• 开放平台官网上线；

• 技术再度突破：自研

上线智能空号检测系

统、唇语识别活体检

测系统、边缘计算智

能算法库、智能打断

服务、智能语音质检

系统等；

2019年
• 科技实力认证：全

国首批、重庆唯一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共建单位；

• 成为重庆首家获得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金融机构；

• 工信部“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重

点任务”揭榜单位，

跻身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国家队”；

• 云呼叫中心实现分

布式部署。

2020年

2015年

发展历程



企业荣誉



AI在马上



金融科技在马上的整体应用

科技
战略

金融 场景

科技

金融科技

零售科技

 坚定不移走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方向

 坚定不移以科技为信仰跑出创业创新“加速度”

 坚定不移打造一家金融科技示范化企业的样本

• 智能客服：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文字转换；
• 智能风控：身份认证、活体检测、OCR；
• 智能催收：客户精准分层、智能语音质检；
• 大数据风控: 风险标签库、机器学习、神经网络；

• 智能营销：精准画像、场景触达、知识图谱；
• 客户全生命周期管理：客户体验管理、成长模型、社交网

络分析、价值贡献分析；
• 金融云：端对端的流程能力、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



智能客服：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文字转换。

智能营销：精准画像、场景触达、知识图谱。

智能风控：身份认证，活体检测，OCR，风险定价。

智能催收：客户精准分层、智能语音质检。

智能外呼：AI智能语音机器人、预测式外呼、空号检

测。

人工智能 数据决策 技术突破

 亿万级数据源 毫秒级的实时数据获取及加工。

 2000+风控决策策略、决策流、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算

法。

 覆盖线上线下 200+平台和场景 1000000+ 商户。

 每日 2000万+用户的全量风险标签计算。

人脸识别：人脸比对日均调用量30万次以上，活体检测日均调

用量43万次以上。实现RGBD静默活体检测、RGB静默活体检

测、唇语活体检测、动作活体检测和防翻拍活体检测技术

OCR：日均调用94万次以上，身份证号码准确率100%，姓名

准确率99.1%。

ASR：日均调用量830万次以上，通用电话场景语音识别准确

率超过90%。

智慧双录：集成人脸识别、活体检测、人证合一、声纹识别、

唇语识别、人脸质量判断、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合

成等功能，通过AI赋能金融双录。

300+
大数据风控团队

1000+
研发团队

800+
自研核心系统

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

科技实力领先的马上



拥有AI的马上

金融云 人工智能中台 实时融合计算 在线图计算生物识别

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1个 国家级产学研融通平台

2项 银保监会一类成果（全国仅9项） 1家 省部级大数据及智慧金融实验室

1个 企业技术中心

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强

800+ 自主构建核心系统

18人 入选重庆市“鸿雁计划”

220+ 专利申请数（全球银行业第5位）

1000+ 研发人员

300+ 大数据风控团队

2项 国家级创新创业人才奖

1家 博士后流动站

1项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国标认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重庆市首家、全国第六家金融机构）

国家首批、重庆唯一“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共建单位

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研究小组牵头单位

国家工信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单位，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家队

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备案



云计算：面向未来的金融云技术架构，

助力构建开放生态

• 基于K8S、容器、服务网格、微服务为代表的
云原生技术，构建新一代金融云的技术架构

• 具备场景金融所需的快速适配能力和容错能力
• 具有高度弹性，可迅速应对流量的非线性增长
• 具有复杂金融交易处理能力

区块链：价值网络核心技术的重要突破口，

全面赋能场景金融

• 提供可信计算环境、可信数据存储、可信身份认证
和可信时间戳服务的BaaS产品。

• 满足国家标准的密码学工具完成底层实现
• 采用多链并行架构以提升性能，支持吞吐量TPS 

5000+。
• 以开箱即用的服务方式打造联盟链与私链

数据风控：云时代的无边界计算能力，

实现万级变量的实时融合
• 基于多种异构数据源的实时计算能力，性能达到PB级

别数据毫秒级性能水平
• 拥有亿级节点图计算技术架构，实现百万级的并发支持

和毫秒级的响应以及海量的图数据存储能力
• 以安全多方计算和模型融合技术，进行数据联合使用和

建模。
• 基于流技术实时风险特征计算，快速模型部署秒级审批

生物识别：助力普惠金融落地的关键

能力，大幅改善用户体验
• 人脸人形识别、视频结构化、唇语识别、OCR识别、活

体识别等多种领先的生物识别技术
• 人脸识别算法获得2018年银保监会一类成果奖，1：1人

脸比对准确率达99.8%
• 线上智能核身，助力高效的线上智能审批和智能反欺诈，

服务线上长尾人群

• 语音识别、声纹识别、情绪识别、意图识别及多轮对话等多种领先的语音语义处理技术
• 人工智能平台涵盖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算法级、组件级、引擎级、应用级全栈能力
• 实现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预测分析等数百种AI应用算子
• 对计算资源（大数据集群、GPU集群等）进行统筹优化调度

人工智能：大幅提高运营效率，打造个性化、

差异化的极致用户体验

拥有AI——5项核心技术能力



拥有AI——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专利

商标

专利申请226件，其中9件授权（5件大数据、2件推荐/风控技术、2件信息交互技术）；

涉及AI基础技术93件（包括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涉及AI应用技术133件

（包括身份识别、推荐/风控技术、信息交互技术、智能OCR技术、智能办公技术和

智能语音技术）。

 252件商标，其中核准注册165件，26件初步审定，61件申请中

 核心商标在金融及AI科技领域均已获得相应商标权益保护

著作权

 已登记43件软件著作权，9件办理登记中，均为公司核心软件技术

 已办登29件美术作品，均为公司核心主标识和相关产品标识

 核心发明专利展示



金融领域系列产品

智慧金融
人工智能系列产品

智能交互

大数据AI能力

云平台服务

行业解决方案

智慧服务

大数据智能风控2.0

征信数据价值挖掘系统

全流程信贷系统

资产管理系统

催收委外管理系统

AI智慧双录

精准营销系统

供应链金融

云呼叫中心

智能电销

全渠道智能客服

AI智慧双录

智能催收

智能CRM

智能质检

金融云、容器云

合作方开放平台

联合放款天玑平台

大数据交换平台

实时计算、机器学习算法平台

人工智能引擎服务

智能零售

智能访客

人证核验

智能防飞单

刷脸支付

智能门禁

降本、增效、有序，全面服务银行、保险、信托、政务、证券等机构

我们的科技产品

智能迎宾

刷脸通平台

聚合支付

智慧城市

智慧校园

智慧会务

企业数字化能力平台



主要科技成果荣誉一览表

类型 荣誉成果

国家级

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研究小组牵头单位

两项课题荣获银保监会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课题研究一类成果奖（全国仅9项）

重庆市首家金融机构，荣获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重庆市唯一一家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部首批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以及重庆市唯一获批成立的国家级数学中心成员单位

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备案

智能客服平台成功入围国家工信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榜单”

省部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智慧金融与大数据分析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重庆市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重庆市创新型企业100强

获得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认证

“云呼叫中心”荣获2020年第一批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

公安部“护网2019网络安全攻防演习”中获唯一满分成绩

刷脸支付入选“2019年重庆市智慧城市建设示范项目”

智慧酒店产品入选“2019年重庆市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大成果”

专业机构 连续4年荣获毕马威“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强”

信用评级 新世纪评级企业主体信用评级AAA认证

个人荣誉

创始人作为唯一金融机构负责人，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科技部2018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2018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



主要科技成果荣誉一览表

类型 荣誉成果

商业奖项

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AI+场景+交易+信用”荣获2020金融科技创新排行第七位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0中国人工智能商业落地价值潜力100强榜单

CB Insights：首届中国金融科技50强榜单

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2020创新型国家发展论坛年度最佳智慧金融创新解决方案

翼支付合作伙伴大会：2019年度金融科技突破奖

经济观察报：消费金融之星

证券时报：中国智能消费金融先锋榜（连续三年）

投资者报：2018数字金融年度风云榜“数字金融公司30强”

凤凰网：2018消费金融年度杰出机构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未来之星百强榜

每日经济新闻：年度卓越消费金融公司

爱分析:中国消费金融创新企业30强

胡润百富：2020胡润新金融50强

《财经》新媒体：新金融评选年度最佳智能风控创新奖



合作银行及金融机构200余家，渠道方及流量方覆盖场景100万+

排名不分先后，部分展示

我们的合作伙伴



“天马杯”高校科技创新大赛

 天马杯”全球高校科技创新大赛，是由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高校级主题杯赛。目的是为高校学生提供洞察金融科技发展的窗口，打

造最具活力的科技交流平台，深耕高校人才和企业、人才和社会的互动土壤。

 2020年度大赛开放AI+智能质检专场，围绕AI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科技应用，聚焦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方向，对语音、文本等进行人工智

能质检、建模和预测。大赛提供海量业务场景模拟大数据供参赛选手进行竞赛挑战，并在官网展示实时排行榜。



2020大赛赛题说明

2020年AI+智能质检专场

 随着呼叫中心发展，规模与日俱增。马上消费金融为超过1亿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消费金融

服务，客户服务对我们极为重要。针对客服通话内容的质检则是提升客户服务质量，降低

企业经营风险的核心之一。

 呼叫中心语音数据体量大，是典型的非结构化数据，目前大多数呼叫中心质检仍然依靠人

工方式，存在覆盖率低、价值低廉、效率低下以及质检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AI人工智

能质检是行业内迫切需要的全新质检方式。如何采用机器大幅提升海量数据处理效率的同

时，高效完成呼叫中心坐席服务过程和质量管控点的精准判断和风险预测，寻求更优模式，

寻求更优算法，期待本次大赛高手过招！



大赛时间安排



登录马上消费官方网站，了解“天马”杯全球科技创新大赛更多信息

www.msxf.com

谢 谢！

马上消费金融拥有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