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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关于我们

凡泰极客由一群来自国内外顶级金融及互联网的极客玩家于2017年创办，希

望将多年来在金融领域积累的诸多创新理念和愿景，通过全新的技术来实现

和实践。凡泰极客致力于通过一套自主创新、中立可靠、灵活开放的企业级

云原生数字引擎为数字世界的高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加速推动百行

千业数字化转型。

目前，凡泰极客已服务银行、证券、保险、社交直播、IOT等10余行业，在

证券监管机构、大中型金融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民航、汽车、政务等领域

均有代表性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中，围绕中国证券业协会、招商证券、建信

基金、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江苏南通公安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亚马逊

云科技打造多个标杆案例。

凡泰极客旨在成为企业数字化生态践行者

AWS数字营销

合作伙伴

2021中国金融

科技创新大赛

综合智能平台金奖

AWS APN

金融行业

创新伙伴

亚太银行联盟

数字化指数

科技创新奖

小程序

阿拉丁神灯奖

阿拉丁2021

最佳第三方服务商



企业资质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 统信UOS软硬件兼容认证

ISO 9001 质量管理认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认证



合作伙伴



银行业发展趋势与痛点



发展趋势：一加一减，服务质量与业务增长的平衡

• 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城

市等新兴业务蓬勃发展

• 场景+金融，银行业主动出击，

寻找更多业务增长

B、G端做加法

ADDITION SUBTRACTION
C端App做减法

• 漫长发展阶段产生多个对客

APP

• 减少面向客户的APP个数，集

中优势力量，做好客户服务

+

-



发展趋势：加码本地生活，拓展生态玩法

“金融+生态”：以手机App为载体，高频生活场景为驱动，打造超级App

支付宝：
在线支付+生态

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及线上渗透率在未来5年，
存在极大增长空间

金融+生态，已被头部企业验证走通

招商银行：
电子银行+生态



发展趋势：合规指导下的异业合作

➢ 银行产品对外输出：

更广泛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

实现内容、服务输出，提升客户参与度、

产品渗透率

➢ 外部产品对内引入：

引入券商、基金、保险公司优势产品，

补足银行产品池、拓宽收入来源



、

发展趋势带来的诸多挑战

• 如何快速搭建更多生活服务

应用

• 如何针对不同B/G端诉求开

发新产品

内容的挑战
、

• 如何实现多个App的运维

• 如何实现多个业务线的更新

迭代诉求

• 如何判断业务价值，做到快

速迭代

技术的挑战
、

• 线下网点管理，已有人员体

系如何换发新活力

• 如何拉新、促活、老客召回，

实现公私域流量合理打通

• 如何做到合规管理

运营的挑战



FinClip：全方位解决方案



FinClip：解决方案

建生态：内外两手抓，提升竞争力

• 组织外：筑巢引凤招商

• 组织内：创新敏捷开发

抓营销：拉新促活有手段

• 内容跨端投放

• 线上线下联动

重运营：降低研发依赖，赋能营销展业

• 灰度发布

• 低代码开发

强安全：code is law，合规管理事前事中

• 平滑升级

• 代码审核及管理



建生态：提升产品竞争力

➢ 金融+生态：基于FinClip打造开放平台，快速实现生态搭建

• 商家以租户方式入驻平台，并通过提交小程序的方式将内容提

交至平台

• 银行可根据业务需求，分级管理API与权限，仅允许可信商家调

用指定API或手机、页面权限

• FinClip对外提供标准开发语法与开发工具，商家无需反复修改

业务代码

• App集成FinClipSDK后即可运行相关小程序



、

建生态：提升产品竞争力

基于FinClip，实现内外开发分离，更灵活、更安全、更开放

1 商家基于FinClip沙箱（独立运行的APP & FIDE），可在机构环境外，实现对机构特定功能的联调，如：登录、支付等

2 机构可在FinClip平台的运营端，实现对服务商入驻的审核、小程序（业务内容）的审核，同时可自行管理业务内容的上下架。上架

新版后，对应内容可热更新至App，无需App反复上架；如业务内容有异常，亦可随时操作下架



抓营销：内容跨端投放

内容服务搭建好后，应该满足多个App、多端投放的诉求
不仅是公域的各类流量平台，任意合作的第三方网络平台均可快速实现内容上线

基于FinClip，一套代码，多端上架至任意App，客户即可享受到完全一致的产品体验

回跳至原有App

公域流量平台 第三方网络平台



抓营销：线上线下、域内域外联动

FinClip“一码通”能力，一个二维码，打通线上线下、公私域联动



重运营：降低研发依赖，赋能营销展业

真正帮银行实现千人千面、精准营销

➢ 利用小程序支持多版本灰度发布，A/B测试的能力，

可针对不同用户画像进行个性化投放，帮助运营人

员精准、及时触达用户，实现留存、促活、增长业

务的目的

➢ 数据反馈好的功能点，快速应用至全量用户

➢ 数据反馈较差的功能点，通过多次、小步迭代，迅

速优化功能

➢ 多次迭代、多次灰度后，数据依然不好的业务点或

功能点，直接下架，不再投入



重运营：降低研发依赖，赋能营销展业

无需学习HTML+CSS+JavaScript，拖拉拽完成功能开发

➢ 配套低代码平台，无需技术人员、无需等待迭代排期，快速实现业务需求

➢ 支持Excel和各类模板应用创建，同时覆盖 OA应用搭建 和 各类营销场景搭建

使用模板搭建的营销小程序
在FinClip上的运行效果

从0开始，只需5步



强安全：code is law，在事前实现合规安全管理

• 小程序提交审核后，可对小程序内容、代码进行全方位审核，仅符合要求的小程序可通过审核

• 小程序全量推送至客户前，可通过“灰度发布”中的平滑升级能力，实现对部分用户的梯度升级，

一旦出现业务或技术故障，可随时暂停发布，“回滚”至稳定版本

事
前

• 审核流程可对接至OA系统，实现代码+流程同步审核



强安全：事中、事后预警与管理

事
中

可随时对 异常小程序 ，执行下架或取消关联FinClip提供丰富的监控运维工具

• 在小程序业务运行中，若发现违规行为可直接通过服务端下架小程序，避免风险进一步扩散

• 管理后台可以查看全部小程序的运行情况，同时可对接至银行已有运维监控平台，便利系统运维



FinClip产品介绍



为企业提供自有小程序开放生态

封闭、外部生态 企业自建开放生态

企业开发
小程序

提交到互
联网巨头
的小程序

中心

小程序运
行在互联
网巨头的
App中

腾讯系

百度系

京东系

字节系

阿里系

嵌入式沙箱SDK，嵌入任何App

企业私有化运行，无数据隐私/信息安全之虞

企业自行拥有类似互联网大平台的能力

SDK插件化、平台企业高度可订制

自研/合作
伙伴小程序

提交到企业
自主营运的
小程序商店

小程序运行
在企业自营

App中

领先的企业级云原生数字引擎
打造自有开放数字生态



基于FinClip，打造数字化超级App

首页

核心业务Native开发为主，体验最佳

内外部开放生态

基于FinClip开发，兼顾体验与动态性

个性化推送

FinClip可根据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投放

数据埋点与上报

FinClipSDK包含数据埋点及统计分析模块，同时
亦可根据需求上报至机构自有数据库



• 小程序运营方：由企业基础
设施IT运营人员进行管理，对
整个小程序管理中心承担运
营、管理、维护职责

• 小程序开发者：企业机构可
以在小程序管理中心中完成
小程序开发、编译、上架、
发布等操作

• 第三方服务商：第三方服务
商可以是现成的技术供应商、
也可以是任意的技术开发者，
通过第三方服务商（商家）
的入驻，实现生态的快速搭
建

基于FinClip，构造机构自有的生态架构



FinClip技术优势

强大的容器技术研发能力，提供安全稳定的产品
100% 基于「云原生」底层架构实现，足够且必要的架构设计，支撑产品高可用

SDK 支持在 iOS、Android、

Windows、macOS、 Linux 等

多种智能终端运行

多终端支持

不论是私有云、混合云都能安装部署

FinClip同时已通过统信认证，可陪伴

客户完成信创改造

多种部署方式

经过真实生产环境服务器与运维人员

百万级并发压力测试，

保证业务无忧运行

真实环境压力测试

基于云原生底层架构设计，

支持百万数据查询与高并发吞吐，

保证业务平滑运行

云原生架构



核心技术

新设计的页面编程语言（与
JavaScript是不同的语言，
有自己的语法）以及解释器

专为小程序设计的
脚本语言

自研集成开发环境（IDE）

代码修改实时渲染，
远程真机调试

定制化的浏览器内核
原生组件与同层渲染技术

小程序特有标签语
言及样式语言

通过Exparser解释器，将标签语
言与样式语言动态解析，渲染输出，
支持高度的自定义组件与模块

基于C++语言设计的编译器，支持编译输出，
热编译等多种模式。集合了多种语言解析模
块，实现小程序FXML页面AST语法树生成 ，
样式代码FTSS解析编译兼容多平台环境，
逻辑层代码语法混淆编译及沙箱控制

核心的编译器

通过定制化的浏览器内核与扩展
能力，实现web组件与原生组件
混合渲染，通过同层渲染技术，
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

近1000个原生接口能
力，开放的扩展能力

支持浏览器加载
小程序

iOS

191531

Android C++ GoJavaScript

387526 197565 350655 318968

源代码行数(145万)



开放多元的生态合作



FinClip：丰富的内容生态

FinClip插件化架构，

足以支撑内容及各类技术上的插件化集成

• 内容层面-小程序市场：FinClip联合多个成熟小程序

开发商，企业可直接选择对应小程序服务，并上架至

自有平台内，即可快速完成内容与服务的引入

• 技术开发层面-插件应用市场：FinClip通过插件能力

及扩展SDK，可支持App集成若干个诸如人脸识别、

智能语音识别、双向视频认证、直播等第三方开发的

SDK，并支持通过插件方式完成第三方组件引入



生态合作伙伴

更广触达、更多服务、更深运营、更加安全

•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即时通信接口规范
•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安全运行时SDK标准（征求意见稿）

行业标准：

• 腾讯云-内容审核

• TMF-移动App

• 梆梆-移动加固

• 神策-数据服务

• AWS-云服务

安全合规 内容运营 渠道触达

• 微信

• 京东金融

• 小米金融

• 苏宁金融

• 大智慧

• Wind

• 牛股王

• 众安保险

• 和彩云

• 野尘-产业链图谱

• 尘峰-CRM

• 今日投资-投资选股

• 米融-AI中台

• 百锐-双录服务



客户案例及解决方案



银行：加速生态融合，打造开放银行

背景：

数字化时代的信用卡，既需要满足传统线下消费场景，

更需要关注日益上涨的线上消费需求。

过去是用户带信用卡到线下消费，现在是银行将商户引进到App中，通过

营销活动引导用户使用信用卡。银行数字信用卡如何低成本吸引商家进驻、

如何在线运营促进用户消费?

解决方案:

1、银行App通过集成FinClip小程序运行时SDK，可引入外部优质的商家

服务小程序，结合自身的金融服务能力，打造特色化金融服务，且丰富

App使用场景，从而达到提升App用户活跃的效果。同时，可利用FinClip

兼容微信小程序语法的特性，银行可快速、低成本引入微信生态中的小程

序商家，

降低运营成本。

2、银行App可根据已有用户画像对用户进行精细化管理，灵活呈现不同

小程序给用户使用，轻易实现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

3、"用完即扔”的营销活动类代码可以快速发布，满足高频运营活动要求。



券商：合规安全下的内联外引，助力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

背景：

券商App中通常集成的业务功能繁多，传统技术实现方式是紧耦合，相对

独立的业务功能也无法独立开发测试、独立发布;此外券商App本身可运营

能力弱，明明用户就在App上活跃着，也无法在线向其进行产品营销，无

法通过活动进行触达

解决方案:

1、在App中集成FinClip小程序运行时SDK，从而获得小程序运行能力，逐

步把传统紧耦合的功能小程序化，独立可上下架管理，和App载体松绑。

2、利用FinClip兼容微信小程序的特性，App各类功能进行小程序改造后部

分也在合规前提下能够被分享至微信，并引导客户回流至App，提升App的

活跃度。

3、小程序轻量、便捷，并能灵活的“上下架”发布，满足高频的营销活动

需求，并能够针对不同客群推荐不同的营销活动，实现千人千面营销，促进

业务办理。

在线展业 云工作室



与您共建

扫码下载凡泰助手

前往官网，查看更多信息

https://www.finclip.com

与我们联系

https://www.fincl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