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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hey Really “P2P” Platforms?

2018年受“雷潮”影响的投资者几乎都是“羊毛党”，正常
投资人基本无损失，他们大多将钱放在头部平台，而没有像“羊毛
党”一样放在贷余额极少的“高返”庞氏平台中

庞氏融资、自融、假标、恶意逃废
债、非法集资、假慈善、返现送手机
……你能想象的金融骗局，在P2P 领域
都出现了。

没有P2P 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
的。短短几年之间，P2P 从金融创新的
代名词沦落成了金融骗局之集大成者。

P2P 爆雷的声音此起彼伏，投资人
胆战心惊。6 月包括唐小僧、善林金融
等60 余家P2P 网贷平台集中倒闭后，
7 月刚过半已出现问题平台近50 家，
就连与P2P 监测平台——“网贷之家
”关联的“投之家”也阵亡了，网贷之
家创始人徐红伟被深圳警方采取强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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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业务包装成类P2P而被部
分媒体称作“网贷平台”的钱宝网，
往来资金没有任何银行存管、监督、
自律措施，也没有披露详细的项目信
息，为什么还有人去相信“最低年化
40%以上的高额报答”这样的承诺呢?

业内知名投资专家表示，在钱宝
网多种盈利模式中，有很多明显的硬
伤。除了一部分投资者被高息蒙蔽了
双眼孤注一掷外，更多的投资者仍然
十分缺乏基本的金融理财常识，也不
具备识别投资风险的能力。

钱宝网：2017的最后疯狂

When“Ponzi Scheme”meeting 
with “Financial Il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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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novations of recent years were promoted as ways to spread

risk, making investment safer. What they did instead was to spread

confusion, luring investors into taking on more risk than they

realized.

——Paul Krugman, “Innovating Our Way to Financial Crisis”

“近些年来的（金融）创新被鼓吹成降低投资风险的途径，但事

实上却是在散布困惑，诱导投资者承担他们所不能识别的更多风

险”

———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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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互联网金融”、“Fintech”等时髦热词轮番上场、粉墨登

台，社会被这些表象牵引，或狂热鼓噪、或千夫所指

• 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清醒、科学地认识这些在技术发展背景

下进行的金融创新之初心和逻辑，并以之为社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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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力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AI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类初创企

业、金融行业新进入者以及传统金融业本身都利用各类科技

手段对传统金融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进行革新，革命性

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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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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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Fintech?

• Wiki:

– Fintech, is an economic industry composed of companies 
that use technology to make financial services more efficient

• National Digital Research Centre in Dublin:

– Fintech refers to new applications, processes, products or 
business model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powered b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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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力量



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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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driven 
Financial Innovation

or

FinTech

“Internet 
Finance”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Tech-driven Financial Innovation）



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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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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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力量：中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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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认的顶级财经杂志，洋洋洒洒
近3千字，大篇幅盛赞中国的Fintech

领跑全球，号召全世界的国家来学习
中国经验；并指出，中国曾是最早使
用算盘的国家，如今再开先河！



技术的力量：中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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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的技术创新公司引领的金融创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据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的监测

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6月 ，我国基于互联

网的金融平台一共有1.8万多家，包括21类

互联网金融业态，第二季度活跃用户达5.3

亿人，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上，中国的互

联网背景下的金融行业已经处在世界前列



技术的力量：中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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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民基数巨大，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资金流通受众广、普及率高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网民
规模达7.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4.3%。第三方支付工具等发展迅猛，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 5.11 亿，较 2016 年 12 月
，网上支付用户增加 3654 万人，半年增长率为 7.7%



16

• 中国的“FinTech”热之背后的推手：

信息技术对于各个产业的变革（全球性因素）

相对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国因素）

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中国因素）

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口红利（中国因素）

技术的力量：中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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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基本逻辑

风险控制信息对称性

金融机构
经营模式
投资技术

规模分布
行业分布
融资需求
信息披露
……

规模分布
组织形式
风险偏好
市场份额
……

金融结构 产业结构

金融政策

项目审查 投资流程 风险分担信息来源 监控模式

金融机构投资行为

客户

市场触达

Adapted from Berger（2006）



技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传统金融服务的运作模式，
因而影响金融机构和整个体系的运行规律

– 拓展客户触达的渠道和方式：客户体验方便、快捷，取得了革命

性的提升，金融服务可以低成本、便利地抵达用户

• 扩展信息来源渠道和处理方式：开源的、非传统的金融大数据及
其处理的新技术和新理论；快捷方便的信息沟通渠道

• 金融风险管理流程模式变革：即时性和对微观细节的监控、分布
式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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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基本逻辑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在线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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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P2P借贷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P2P借贷

• 2017年12 月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

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 57 号文

– 各地2018 年4 月底之前完成辖内主要P2P 机构备案登

记，6 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 根据央行的最新消息，P2P 网络借贷和网络小贷领域

清理整顿完成时间将延长至2019 年6 月

• 延期的逻辑非常简单：

– 现存平台依然是“不合格”甚至“违法”的占大多数

。时间会解决问题，延期一年意味着更多的p2p 将在

未来一年出局，或者自我了断或者跑路或者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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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科技的手段来评估借款人风险？

低成本的获取借款人数据？

在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下，能提
供足够有吸引力的产品设计及回报？

既恪守“信息中介”定位又维护投资
者对平台的信心？

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惩戒”违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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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figure source: Bollen, J., H. Mao 
and X. Zeng (2011), Twitter mood 
predicts the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2(1): 1-8.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大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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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圣杯（Alpha）旅途中的挫折

Last tweet for Derwent's Absolute Return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大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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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简称 百发100 南方i100 淘金100

跨行业大
数据来源

百度搜索数
据

新浪微博财
经文本数据

阿里系电商
平台交易数

据

成立时间 2014-10-28 2015-4-22 2015-5-4

合作机构 广发基金 南方基金 博时基金

基金类型 指数型基金 指数型基金 分级基金

是否保本 否 否 是

销售渠道
百度百发平
台、交易所
申购

交易所申购
余额宝平台、
交易所申购

数据来源：Wind资讯、各基金网站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大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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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1.SH（上证综指）、000906.SH（中证800）、000985.SH（中证全
指）、399001.SZ（深证成指）、399415.SZ（i100）、H30373.CSI（百发
100）、H30537.CSI（淘金100）

百发、淘金、新浪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大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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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1.SH 000906.SH 000985.SH 399001.SZ 399415.SZ H30373.CSI H30537.CSI

mu -0.0120 -0.0061 NA -0.0280 0.1165 0.0804 0.1096

mxreg1 0.8305 0.9849 NA 1.0124 1.0134 1.0958 1.0754

omega 0.0032 0.0006 NA 0.0165 0.0465 0.0347 0.0394

alpha1 0.1301 0.1374 NA 0.0933 0.1810 0.1518 0.1503

beta1 0.8542 0.8590 NA 0.8365 0.7393 0.7570 0.7468

Garch fit with the external regressor of the rate of returns of “000985.SH”

* ** ** **

** ** **** ** **

000001.SH（上证综指）、000906.SH（中证800）、000985.SH（中证全指）
、399001.SZ（深证成指）、399415.SZ（i100）、H30373.CSI（百发100）、
H30537.CSI（淘金100）

Alpha Beta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大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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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消费金融

马上消费金融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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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分期是基于用户在特定消费场景使用
的一款信贷分期产品。用户选定商品后，
通过“马上金融”客户端“扫一扫”功能
即可进行申请，3分钟之内完成审批，货款

支付于商家后，用户即可享受服务。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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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是由PayPal的联合创始人Max Levchin于2013
年初创立的一家消费金融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

Affirm将消费金融与移动支付相结合，针对年轻人的
移动支付市场，提供两类场景提供消费金融服务： 电
商类场景的消费金融服务，提供在线支付时小额按月
还款；对于科技、设计和商务等集中训练营的学生，
它还提供了教育类场景服务

最近，Affirm将其分期贷款将作为新的一项出现在用
户线上理财应用SWEEP每日负债项中，提高了用户使
用频率

风控：综合传统的FICO模型分数和社交媒体档案记录
来做借贷评分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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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巨大争论的“趣店”

• 起始于校园“消费金融”
• 被禁止的“校园贷”
• 转型“电商分期”+“校园综合服务”（兼职、、实习、就

业、助学贷）
• 没有场景的“现金贷”

2017年10月18日，“趣店
”在美国上市，开盘价
34.35美元，当天收盘市值
过百亿美元，超过宜人贷、
Lending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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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差异化保险

保险业：保险服务的可变成本是价格
（保费）的因变量（函数）：

如果价格低于可变成本，提高保费，
销量减少，而减少的大部分人是相对
优质的投保人、被保险人

剩下的人群是更糟糕的客户，其相应

的保险责任也就更大，成本随之提高

如何因人定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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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差异化保险

被咨询的一位武汉淘宝

店主表示，消费者在网

购平台上的退货率越高

，运费险的保费就越高

众安保险客服称，决定

风险控制指标的，包括

投保金额、赔付数据，

以及其它因素（比如交

易商品类型、信用分类

等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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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差异化保险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Aviva）利用FICO信用报告和顾客生活
分析数据（如搜索爱好、常浏览的网站、常看的节目、收入估计
等）来作为保险申请人的血液和尿液分析的代理变量。这些分析
结果被用来找出更有可能患高血压、糖尿病和抑郁症的人。

通过利用这些变量，保险公司可以在每人身上节省125美元，然而
这个纯数据分析法只需要花费5美元。其他保险公司如英国保诚保
险有限公司 （Prudential）和美国国际集团 （AIG）都承认它们
也在考虑类似的方法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金融AI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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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印度的Uniphore语音识别
公司为保险行业的AI客服提供了整
套智能语音解决方案，包括了语音
分析工具auMina、虚拟语音助手
Akeira和语音识别技术amVoice等
三个组成部分

uMina是语音分析工具，通过分析客户的对话记
录，帮助企业更深入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喜好，
制定更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挖掘潜在的交叉销售
和二次销售机会

Akeira是虚拟语音助手工具。Akeira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流畅而又高效的交互环境，它能识别不同
语言的简单要求，也能和客户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amVoice是语音识别技术，对电话另一头客户的
声音进行模式记录和识别，判断电话另一头的声
音究竟是来自客户的还是拿了客户手机的其他人
，从而确保客户账户信息和财产的安全

管理操作风险！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金融AI客服

• 美洲银行推出的智能AI客服“Erica”

• 25, Oct. 2016, Monday at the Money 20/20 conference, 
Bank of America unveiled an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bot to 
help customers make smarter decisions.

• The new digital assistant "Erica" will be available inside the 
bank's mobile app staring next year. Customers can chat
with Erica via voice or text message.

• "Based on your typical monthly spending, you have an 
additional $150 you can be putting towards your cash 
rewards Visa. This can save you up to $300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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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智能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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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金融市场的Siri，Kensho获得1000万美元种子轮投资

“Kensho是美国一家基于云计算的
智能计算机系统先锋公司。Kensho
结合自然语言搜索，图形化用户界
面和云计算，为金融市场的投资人
们提供一套全新的数据分析工具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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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智能投顾

这类技术的背后，除了目前已
经比较成熟的自然语言处理以
外，更多地是“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理论
和技术

对于金融领域的知识图谱建立
，除了数学、图形学、可视化
技术、信息科学、文献计量学
等理论方法外，金融学理论将
有助于建立、理解和扩展这个
图谱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智能量化

• AI领军人物本.戈泽尔（Ben 
Goertzel）博士带领的团队，
则正在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股票
交易。他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名
为“基因进化”的系统，由多
个AI引擎构成，在自动分析所
有的股票价格、交易量、宏观
数据、上市公司账目之后，所
有的AI引擎会“聚在一起”做
市场预测，然后投票选出最佳
的市场决策，进行股票交易，
没有任何人类干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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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s changing lots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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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举例之智能量化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实例之智能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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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力”公司的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可以
通过经验学习实现“自主进化”。公司在
全球拥有数千台同时运行的机器，其独特
算法创造了数万亿被称为“基因”的虚拟
交易者。

在动态运行过程中，市场在本

质上是“无效的”

智能交易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

寻找在这种“无效市场”中的

套利或者投机机会

在一个政府 “有形的手”的不

断干预、市场动力学特性主要

由个体投资者左右（甚至连私

募这样的“机构投资者”都不

能进行“理性”投资）的市场

上，寻找这类基础性规律需要

新的工作，仅仅是“黑箱”原

理是不够的，因果关系很重要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积极与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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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作用

有力补充了传统金融体系，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有效地增加了市场竞争，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改革

• 新的问题

风险意识被无意甚至有意“忽视”

出现“脱实向虚”的“金融空转”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业界面临的挑战

• 基础运营数据的积累

• 外部数据资源的整合

• 技术的外部扫描、内部开发、系统整合

• 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 深刻理解金融业务本质和洞悉技术发展，进而创新

• 创新驱动发展的管理哲学

• 道德边界和社会责任的把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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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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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引言：技术的力量 (Introduction: the Power of Tech)

•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逻辑与实例 (FinTech: the 

Basic Logic and Examples )

•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研究问题 ( Possible Research 

Question Emerged )

• 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 Revisiting the  Very 

Nature of Fi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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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以技术为背景的金融创新丰富了市场在新形势下的供给和需
求的变化，丰富了金融市场体系，但也暴露出很大的风险问题

• 对于学术界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相关研究也并没有
跟上，针对目前已经暴露出的市场参与者行为与定价问题、风险
管理问题、市场效率与监管问题等都还尚未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进而对实践过程的指导也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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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大概是在商学院的所有学科中更具有“科学属性”的
学科

• 我们知道，科学其实无非是通过“数据”观察到一些“现象”并
试图通过建立某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 由于这些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往往会与新的“数据”相联系，进
而使得金融研究者能够观察到一些以前无法观察到的现象，进而
拥有新的研究手段

• 另一方面，技术还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市场的某些机制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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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中国P2P在产品和投融资形式上都进行了大幅度的“

创新” ，市场参与者人数和投融资金额都大幅度增加，截至2018年5月底，已有

平台6142家，本月参与投资416.51万人次、参与借款436.6万人次，人均投资金额

48746.6万元；累计成交量71584.64亿元，累计贷款余额13113.91亿元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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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 然而在这6183家平台中，出现问题的平台数量高达2121家，特别是在2014

年之后出现问题的平台迅速增加，涉及全国30个省份，其中山东、广东、

浙江和上海地区的问题平台数量均超过了100家。

• 从问题平台的类型来看主要以跑路和提现困难、逾期为主，其中有869家问

题平台选择了跑路，对P2P借贷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山东,	271

广东,	244

浙江,	147

上海,	112

北京,	94

江苏,	82

安徽,	65 湖北,	48
四川,	46

河北,	42

湖南,	41

福建,	35

河南,	30

重庆,	21

云南,	20

广西,	20
天津,	15
江西,	15
山西,	14

陕西,	14
贵州,	9

内蒙古,	6

吉林,	6

辽宁,	6

海南,	5

甘肃,	5

黑龙江,	4

宁夏,	3

新疆,	1
Other,	59

问题平台数量

提现困难
37%

经侦介入
2%

跑路
61%

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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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通常熟知的金融市场相比，P2P市场可能给了我们一
些新的情景：

– 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面临的序贯决策过程

– 投资者面临更紧迫的时间压力

– 个体的投资决策会受到更多信息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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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背后可能的科学问题

– P2P微观个体参与者的行为特征

– 投资者的学习能力及其决策效应

– P2P交易机制设计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 P2P借贷市场中个体借贷网络拓扑结构特征

– P2P借贷市场的系统风险测度

– P2P借款人信用风险测度与定价

– P2P平台道德风险监管与合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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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模拟实验表明，在

2015年的股市动荡中

，中国股市参与者的特

殊散户结构在交易机制

设置、以及单一的杠杆

交易风控策略等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放大了融

资杠杆交易的效应，形

成了流动性缺失的踩踏

局面，并在不同的市场

间依次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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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融资便捷性，同时使得市场参与者

的偏好及其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也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组合结构

，使得互联网时代的风险特征也有所不同

• 同时，互联网加速了信息和风险的传播模式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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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背后可能的科学问题

– ICT时代的个体风险偏好演化与资产定价

– 投资者的有限关注及其投资决策行为

– 技术对金融市场运作效率的影响

– 互联网驱动的金融信息传播模式

– 市场的交易机制变化与投资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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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支付清算协会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已经

达到了11.87万亿元；国内银行网上支付客户11.23亿，互联网实名认证支

付用户达到13.46亿，同比上升8%。预计2019年，在线支付规模会不断增

加至26万亿元，但增加速度会逐步减缓

数据来源：I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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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

场集中很高，支付宝的市

场占比高达47.5%，排名

前五的支付产品市场占比

为90.3%。在线支付的交

易结构整体上变化不大，

用于网络购物的支付需求

在不断下降，在线支付用

途在不断拓宽

数据来源：I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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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可能的科学问题

– 个体偏好与支付渠道选择行为

– 互联网支付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 移动支付中的操作性风险特征与因素

–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支付货币技术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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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8
• 以技术为背景的金融创新相关研究也逐渐

被国际学者所重视，近年五来在Nature和
Science等期刊上有7篇论文发表

• 在管理与金融顶级期刊上，发表情况也在
逐渐增加，近年在Management Science和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MIS Q、AER等
期刊上已发表论文3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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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lending

crowdfunding

FinTech

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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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学科融合的探索

 Antweiler, W. and M. Z. Frank (2004), Is all that 
talk just nois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ternet 
stock message boards, Journal of Finance 59(3): 
1259-1294.

 Das, S. R. and M. Y. Chen (2007), Yahoo! for 
Amazon: Sentiment extraction from small talk on 
the web, Management Science 53(9): 1375-1388.

 Herzenstein M, Sonenshein S, Dholakia U M (2011), 
Tell Me a Good Story and I May Lend You Money: 
The Role of Narratives in Peer-to-Peer Lend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8(SPL) :S138

 Y. Gorodnichenko, Talavera, O (2017), Price setting 
in online markets: basic fact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 249-282

 Lin M, Prabhala N R, Viswanathan S.(2013), Judging 
borrowers by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online peer-to-
peer lending, Management Science, 59; 17-35.

 Drake, M. S., D. T. Roulstone and J. R. Thornock (2012), 
Investor information demand: Evidence from Google 
searches around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0(4): 1001-1040.

 Xu, S. X. and X. Zhang (2013), Impact of wikipedia on 
marke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vidence on 
management disclosure and investor reaction, MIS 
Quarterly 37(4): 1043-1068.

 Curmea, C., T. Preis, H. E. Stanley and H. S. Moat 
(2014), Quantifying the semantics of search behavior 
before stock market mov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32): 11600-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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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科研组织的资助情况
– NSF基金会近些年来，广泛资助了一批关于在互联网新形势下的众筹和移动支

付相关的金融问题研究

– 欧盟FP7项目ICT及SSH中都将利用金融和经济互联网数据进行决策、仿真以及
探索ICT背景下的金融经济系统的动态规律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欧洲科学家发起的“Future ICT”交叉学科研究计划也得到了FP7、FP8（
HORIZON 2020）的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复杂金融网络体系
规律和分析

– 德国DFG从2014年开始资助的大数据算法Priority Program，特别强调了针对
“problem specific algorithmic challenges due to big data”

– RCUK-ESRC基金会在2016年发起了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研究项目，同时一部分
项目与NSFC为联合资助项目，用于研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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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FC“十三五”管理科学优先领域

– 四大领域集群：

– 复杂经济管理系统的基础理论

– 移动互联下的管理变革与创新规律

– 经济转轨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 国家战略与国家安全管理

•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风

险规律管理

• 移动互联医疗及健康管理

• 移动互联环境下交通系统

的分析优化

NSFC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
驱动的管理与决策（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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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

（1）微观个体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集合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传统媒体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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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单向传播 复杂网络进行传播

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

（1）微观个体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集合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2）市场上信息交互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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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

（1）微观个体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集合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2）市场上信息交互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3）互联网改变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和交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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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金融活动的基础因素挖掘

Fin Market

Dynamics

Rational 

Behavior

Micro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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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金融活动的基础因素挖掘

Gene FoundationNeuron Reflection

Micro Structure

Biased

Behavior
Fin Marke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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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金融活动的基础因素挖掘

Internet ICT & AI

Micro Structure

Individual

Behavior
Fin Marke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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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学术研究的可能价值

– 有助于理解技术对于人类金融活动规律的本质性影响
及其内在机制，将现代金融研究从标准假设基础上，
沿着“行为影响” 的思路，找到一个“技术影响”
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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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学术研究的实践意义

– 技术的发展本应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当前的金

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做出应有的正确反应

– 学术研究则可能找到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中国实践过程中问

题的理论根源，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寻找规律，用于指导

技术环境下新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从而推动中国金融市场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康发展



提纲

• 引言：技术的力量 (Introduction: the Power of Tech)

• 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逻辑与实例 (FinTech: the 

Basic Logic and Examples )

•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研究问题 ( Possible Research 

Question Emerged )

• 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 Revisiting the  Very 

Nature of Fi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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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 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金融体系的功能是在时间和空间
上有效地配置社会的资金资源

• 在一个经济中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好的体系？

– 能够充分动员社会的闲置资金资源
– 能够使被动员出来的社会资金充分地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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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 资金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核心是“资产定价”

– “技术”的发展可能改变定价的规律

• 如同金融工程技术在四十多年以前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面
貌一样，基础性的信息技术（包括互（物）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也能够具有同样的作用



• 数据驱动的智能技术之影响：Internet-Powered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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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智慧决策

知识发现

信息整合

数据架构

数据融合、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流计算、……

关系型与非关系型数据整合

实时决策、机器学习

洞悉

交易 社交 多媒体 位置 ……   兴趣 职业 学历

个人征信、授信与风控

定制保险定价

智能投顾

量化交易

智能金融搜索引擎

风险计算和分析资产定价



金融服务的本质与未来发展

• 依托技术的金融之未来可能趋势：

–金融服务的移动化：Mobilization

–金融服务的分散（享）化和多元化：
Disintermediation and Crowd-funding

–金融服务的O2O：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智能硬件和系统的使用：Smart Sys & AI

–大数据及其智能分析技术的普遍使用：Financial Data 
Analytics

–社交媒体的深度卷入：Social media based finan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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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家的话

技术为金融服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带来新的思路和工具，
带动了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或者所谓“Fintech”）
的出现和发展

这种以技术为依托的金融创新不仅形成了新的行业竞争、
为企业和金融机构产生了新的价值，同时也伴随着新的
风险，亦带来许多新的科学问题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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