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场景金融服务料成重点领域（主）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26日，在“2018天府金融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金融机构在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未来金融机构开展服务应贴近场景，但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应通过法律层面约束保障用户隐私。 此外，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关注数据互联互通，为普惠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科技助力业务发展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四方面。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部亚太区主管张欣表示，一是监管的框架加速成型。 二是科技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关系不断演化，合作不断加深，金融科技在去风险和轻资本、纯服务的模式转换等方面积极推进。 三是科技企业的多元化创新，向传统细分市场以外的领域扩张，逐渐展现数据和技术实力所创造的价值。 四是部分平台向海外布局，向其他市场输出技术和经验。 目前主要还是头部企业，包括蚂蚁、腾讯、百度、京东等。

“相信在金融科技驱动之下的银行，未来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如今金融科技需要着力解决的仍然是普惠问题，去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去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到的“长尾人群”的金融获得感问题；去探索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相匹配等问题。

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彭翼捷说，改变这个时代的技术是互联网，是大规模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是新时代的基础技术。 对改变这个时代的基础技术的深刻认识和强大的实践能力，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变化程度。 目前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支付宝可以实现针对农民群体的“310”贷款服务(3分钟在线申请、1秒钟放款、零人工干预 )，助力政府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侧难题，受到各地欢迎。

“在最初做贷款业务的时候，我们依托于阿里和淘宝体系内的商家数据做放贷信用评估模型，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贷款服务只能在网上，因为有充分的数据，但这两年我们的‘310’走到了农村。 是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做到了‘310’从城市走向农村。 支付宝不是一家金融企业，支付宝是用新技术重新定义新金融，阿里巴巴不是零售企业，淘宝天猫用新技术重新定义新零售。 ”彭翼捷称。

此外，张欣表示，监管的有力支持为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 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之间的合作愈加密切。

着力应用好场景金融

“在发展金融科技的时候，一定要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落脚到老百姓的体验上，让老百姓感到便宜、实惠、方便、贴心，才能体现出金融科技的含量。 将科技运用到金融中时，一定不要忘记金融科技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离开了老百姓，离开了获得感，金融科技就做错了。 ”交通银行业务总监徐瀚强调。

近年来，传统银行业在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建设银行营运业务总监牟乃密表示，对于未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商业银行是否要做场景和生态。 “例如，在移动支付方面，阿里和腾讯在市场上占了大头，这是由于传统金融机构没有场景和生态。 ”

值得注意的是，在场景内销售和服务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徐瀚认为，互联网公司在场景的建设和捕捉上做了很好的榜样。 银行不是没有场景，只是没有应用好场景。 客户、产品、价格、营销等理论是很传统的，如果不能贴近场景，很多服务就做不好。

“新一代银行的服务入口场景化、虚拟化将是大势所趋。 ”新网银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江海表示，当前主流银行业务仍然是“场所驱动” ，即用户办理银行业务的入口是实体营业网点。 虽然主流银行都有金字塔式的网点体系，且大多在用户的生活半径之内，但每一个网点的服务能力，其实都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制约。 而“场景驱动”下，用户借助移动互联工具，不用前往银行实体网点，通过嫁接在各种生活场景APP中的银行服务入口，即可获得“秒申秒到、即用即走”的银行服务，彻底摆脱时间、空间对银行服务边界的制约。

强化数据互联互通

“解决普惠金融要依靠数据。 现在大部分数据掌握在政府手里，包括税务、工商、司法等。 如果能把这些数据打通，未来将产生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从根本上破解一些难题。 ”京东金融集团副总裁李尚荣称。

徐瀚建议，对于数据的使用应通过法律层面的约束保障用户隐私。 此外，金融科技在做推荐算法时，究竟是偏向银行的当前利益还是偏向客户的长远利益，也需要一定约束。

“必须看到用科技可以改变金融服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相信科技不仅是用来改良，更要用来改变。 ”彭翼捷说，利用互联网思维、技术，搭建一个普惠、透明、便捷的平台，让用户以最低的成本享受到以前不可能享受到的保障是推出“相互保”的初心。

对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张欣认为，一是积极拥抱监管。 二是明确市场定位，找到自己的优势。 三是从科技企业来看，怎么突出自身优势，尤其是在数据、技术，消费者的连接、体验方面的长处，怎么样通过优势进一步发展自身业务。 四是强调产品创新，强调以科技创造价值链，并创造价值。 五是传统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和谐合作。 六是品牌，金融科技要不断建立品牌认可度。 消费者行为在不断发生变化，适应这些变化趋势的企业，最后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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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数据互联互通

“解决普惠金融要依靠数据。 现在大部分

数据掌握在政府手里，包括税务、工商、司法

等。 如果能把这些数据打通，未来将产生非常

好的机会，可以从根本上破解一些难题。 ” 京

东金融集团副总裁李尚荣称。

徐瀚建议，对于数据的使用应通过法律层

面的约束保障用户隐私。 此外，金融科技在做

推荐算法时，究竟是偏向银行的当前利益还是

偏向客户的长远利益，也需要一定约束。

“必须看到用科技可以改变金融服务，让

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相信科技不仅是用来

改良，更要用来改变。” 彭翼捷说，利用互联网

思维、技术，搭建一个普惠、透明、便捷的平

台， 让用户以最低的成本享受到以前不可能

享受到的保障是推出“相互保” 的初心。

对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

张欣认为，一是积极拥抱监管。 二是明确市场定

位，找到自己的优势。 三是从科技企业来看，怎

么突出自身优势，尤其是在数据、技术，消费者

的连接、体验方面的长处，怎么样通过优势进一

步发展自身业务。 四是强调产品创新，强调以科

技创造价值链，并创造价值。 五是传统金融机构

和其他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和谐合作。 六是品

牌，金融科技要不断建立品牌认可度。 消费者行

为在不断发生变化，适应这些变化趋势的企业，

最后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胜者。

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场景金融服务料成重点领域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26日，在“2018天府金融论坛” 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当前金融机构在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未来金融机

构开展服务应贴近场景，但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应通过法律层

面约束保障用户隐私。 此外，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关注数据

互联互通，为普惠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科技助力业务发展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四方

面。 ”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部

亚太区主管张欣表示，一是监管的框架加速

成型。 二是科技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关系

不断演化，合作不断加深，金融科技在去风

险和轻资本、纯服务的模式转换等方面积极

推进。 三是科技企业的多元化创新，向传统

细分市场以外的领域扩张，逐渐展现数据和

技术实力所创造的价值。 四是部分平台向海

外布局，向其他市场输出技术和经验。 目前

主要还是头部企业，包括蚂蚁、腾讯、百度、

京东等。

“相信在金融科技驱动之下的银行，未来

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表示，如今金融科技需要着力解决的仍

然是普惠问题， 去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去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到的

“长尾人群” 的金融获得感问题；去探索化解

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相匹配等

问题。

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彭翼捷说，改变这个

时代的技术是互联网，是大规模计算能力和存

储能力，是新时代的基础技术。 对改变这个时

代的基础技术的深刻认识和强大的实践能力，

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变化程度。目前基于大数据

和互联网技术，支付宝可以实现针对农民群体

的“310” 贷款服务(3分钟在线申请、1秒钟放

款、零人工干预)，助力政府解决农村金融供给

侧难题，受到各地欢迎。

“在最初做贷款业务的时候，我们依托于

阿里和淘宝体系内的商家数据做放贷信用评

估模型，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贷款服务只能在网

上， 因为有充分的数据， 但这两年我们的

‘310’ 走到了农村。 是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做

到了‘310’ 从城市走向农村。 支付宝不是一

家金融企业，支付宝是用新技术重新定义新金

融，阿里巴巴不是零售企业，淘宝天猫用新技

术重新定义新零售。 ” 彭翼捷称。

此外，张欣表示，监管的有力支持为中国

金融科技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非常好

的环境。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之间的合

作愈加密切。

着力应用好场景金融

“在发展金融科技的时候，一定要从老百

姓的角度出发，落脚到老百姓的体验上，让老

百姓感到便宜、实惠、方便、贴心，才能体现出

金融科技的含量。 将科技运用到金融中时，一

定不要忘记金融科技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

离开了老百姓，离开了获得感，金融科技就做

错了。 ”交通银行业务总监徐瀚强调。

近年来， 传统银行业在技术应用方面取

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建设银行营运业务

总监牟乃密表示，对于未来，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是，商业银行是否要做场景和生态。 “例

如，在移动支付方面，阿里和腾讯在市场上占

了大头， 这是由于传统金融机构没有场景和

生态。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场景内销售和服务是

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徐瀚

认为， 互联网公司在场景的建设和捕捉上做

了很好的榜样。 银行不是没有场景，只是没有

应用好场景。 客户、产品、价格、营销等理论是

很传统的，如果不能贴近场景，很多服务就做

不好。

“新一代银行的服务入口场景化、虚拟化

将是大势所趋。 ” 新网银行党委书记、副董事

长江海表示，当前主流银行业务仍然是“场所

驱动” ，即用户办理银行业务的入口是实体营

业网点。 虽然主流银行都有金字塔式的网点

体系，且大多在用户的生活半径之内，但每一

个网点的服务能力， 其实都受到了时间和空

间的物理制约。 而“场景驱动” 下，用户借助

移动互联工具，不用前往银行实体网点，通过

嫁接在各种生活场景APP中的银行服务入

口，即可获得“秒申秒到、即用即走” 的银行

服务，彻底摆脱时间、空间对银行服务边界的

制约。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车亮 摄

胡浩：发挥金融科技力量 加快银行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胡浩26日表

示，对于未来科技和金融的发展，应继续

发挥金融科技的力量， 推动商业银行加

快转型发展。 银行业要把握住金融科技

发展的机遇， 实现从凭经验判断到用数

据说话的转变， 更加精确地实现客户画

像和风险识别。

胡浩表示，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工商银行在新经济领域的融资支持近

1.2万亿元，科技企业贷款余额超过7000

亿元。 科技型金融已成为工商银行新一

代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经济也

成为工商银行信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胡浩看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需要

金融支持，科技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需要大量资金，银行业对科技创新的支

持尤为重要。 同时，要看到科技创新在不

同阶段需要特色化的金融支持。

马欣：积极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发展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马欣26日表

示，要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全方位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多年来，开发银行积

极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 重大项目发

展，促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推动提升

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水平，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融资、融智

支持。

对于融资方面的探索，马欣表示，国家

开发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针对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业务的融资需求，创

新融资模式，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比

如， 一是与科技部合作支持科技创新2030

的重大项目， 同时开行获得了人民银行批

准的PSL资金，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和市场配

置自愿决定性作用相结合的多元化、 多层

次科技合作体系。 二是开展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融资试点工作， 借助在园区运营试点

的合作方式， 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批发式的

开发和管理。 三是针对科技创新企业特点

的融资需求，根据银保监会、科技部、中国

人民银行的要求， 率先开展中小企业投资

试点，探索市场化方式。

“下一步，国家开发银行将继续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开发性金融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

探索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新途径、 新模

式，为支持我国产业升级打造经济增长新

动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持。 ”

马欣强调。

何兴祥：引导境内外资金服务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何兴祥26

日表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立足农业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定位， 积极借鉴国际

经验， 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围绕粮食、产业、土地、客

户、现金流等五大抓手，推动乡村振兴。

何兴祥表示，要积极创新金融产品，

融资模式和服务手段， 坚持以服务乡村

振兴为需求，创新推出新产品，探索建立

吕梁模式、宅改模式、产业化联合体、田

园综合体等20多种信贷模式， 完善网上

银行体系，创新风控模式，缓解涉农企业

担保难、抵押难问题，提升服务质效。 同

时，要加强与地方政府、金融同业、互联

网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的合作，推

动各方优势互补。

何兴祥称，“要全力服务农村现代化。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

板， 尽快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任务。 我们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

极发展绿色金融， 大力支持农村公路、供

水、供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农村垃圾、

污水处理等为主攻方向， 全力改善农村的

人居环境。 积极地支持创新创业、旅游和有

人文美丽的特色小镇建设， 促进技术、资

金、土地等要素的集聚使用，带动农民就近

城镇化。 ”

此外，在创新融资机制上，何兴祥

认为，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反哺

农业农村。 下一步，将围绕乡村振兴的

金融需求，创新产品和发行方式，拓宽

融资渠道，引导境内外资金服务农村和

乡村振兴。

曲家文：金融科技创新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曲家文26

日表示， 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均在加快

数字化转型步伐， 商业银行也在全面推

进数字化银行建设。 金融科技创新是推

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 正对银

行业务的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经营理念

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曲家文表示， 一是发展金融科技对

银行业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技术的应用

日益成为银行业解决痛点和转型发展的

关键要素， 但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今非

昔比。 仅做好技术应用，已不足以应对内

外变革的发展需求， 还需要解决好传统

的组织流程与技术快速迭代， 业务与技

术高速融合， 体制机制与创新文化建设

的系统问题。 目前，邮储银行正在建设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依托邮政实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三流” 合一的优势广泛开展

业务合作， 构建消费金融与产业金融为

主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二是发展金融科技离不开政策支持。

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金融科技建设等政策措施， 希望政府部门

以此加大政策扶持的创新激励， 加大财政

资金对基础性技术研发的支持， 积极开展

前瞻性新技术的孵化， 支持数字经济领域

的重点项目，出台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为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金融机构的科技创新

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建立科技创新的合作机制。 金

融科技创新实际上是基于新技术的金融

创新，商业银行作为新技术的应用者，离

不开高科技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

新技术、新发明、新创造，同时科技创新

不是单一的产品创新， 而是将数字化技

术融入生产、生活、商业等场景中的模式

创新，即建立数字化生态，打造新生态。

这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

各自发挥优势，多方合作来推动，才能实

现共赢发展。

杨毓：重视数据互联互通 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信银行副行长杨毓26日建议，有

关部门进一步关注数据治理和数据互联

互通，建立一个涵盖工商、税务、司法、征

信、社保等在内的大数据平台，让企业、银

行和客户共享这个平台，为支持普惠金融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杨毓说，今年以来，中信银行在普

惠、 小微金融方面成绩喜人，“今年以

来， 中信银行普惠金融有效客户增加

近3万户，达到近8万户，贷款利率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 实现了成本趋降和质

量提升。 在消费贷款方面，中信银行对

200多万用户累计投放超过400亿元消

费贷款， 其中三四线以下城市占比超

过50%。 ”

对于依靠金融科技支持普惠金融，杨

毓介绍，在体制上，中信银行建立了创新

委员会， 专门研究如何发展普惠金融，在

科技投入、 考核等方面都给予较大倾斜。

此外，推出“中信大脑” ，成立百信银行，

通过金融科技有效扩大获客范围，降低运

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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