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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引发的金融生产革命

□吴晓灵

人类社会只要有分工、有交换，就必然

有支付。 支付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经济活动。

人类还处于原始的易货交易形态阶段时，就

需要支付。 支付出现以后，为了降低支付交

易成本，逐步有了货币；货币出现以后，为了

降低现金支付交易成本，又逐步有了现代商

业银行。

支付也是最底层的经济活动， 人们在

每天发生的分工与交换中对支付习以为

常， 不容易觉察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支付革命， 及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刻的经济

社会变迁。

实际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飞

跃，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迁，技术形态的

每一次变形， 产业格局的每一次调整，都

会首先在支付这个最底层的经济活动中

体现出来。

21世纪是信息社会和网络经济的时

代，无论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会被打

上深刻的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烙印，

成为时代的产物或冗余。

2012年以来， 中国互联网金融与金融

互联网的概念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这其实

反映了网络经济变革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响。

部分前沿电商从支付介入金融领域的实践

引发了各方关注和热议。 2013年年中以来，

这个话题急速升温。 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 但都希望更好地理解当前发生的变化，

确定相应的策略。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及时、 非常好的专

著，它不仅提供了“小支付、大金融” 的视

角， 揭示了第三方支付发展的历史逻辑、现

实特征和未来趋向，更把支付和金融活动放

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

启示中国经济生活中因网络经济可能带来

的企业竞争规则、市场运行规则、政府管理

规则的一些重大变化。

正如这本书所指出的， 决定电子支付

中介的根本线索是电子交易方式、 电子货

币及电子认证技术演变的“三重奏” 。 到底

是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成为电子媒介时代

的电子支付中介， 还是那些在开放型网络

支撑下因交易商、电商、社交电商、网络运

营商的发展而催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就

要看谁提供了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交

易效率。

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是非常具

有洞察力的，对第三方支付发展的趋势判断

也富有远见。

书中深入解析了第三方支付机构运营

的双边市场，其具有的快捷支付、数据流信

用生成、数据流营销、需求衍生等四大功能

和价值， 提出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动态价

值链。

作者也比较了基于ATM （自动取款

机）、POS（销售点终端）机等封闭式专用

网络的传统第三方支付方式， 与基于开放

式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型支付方式

的价值差异。 “支付宝+淘宝” 对批发零售

行业的改造等一批案例分析， 让我们更清

楚地看到，第三方支付机构，特别是创新型

第三方支付机构如何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运

行效率。

书中提出了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终端选

择、泛账户竞争格局、微支付和移动支付商

业模式与商业银行战略关系等方面的未来

趋势，非常切中要害。 这些分析没有流于事

实表面或人云亦云， 而是从互联网带给经

济社会的深层变化来判断。 比如，分析第三

方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的战略关系， 就从

商业银行的历史发展、 核心与非核心业务

结构、中国支付体系的结构着眼，分析在进

入门槛降低、 支付渠道战略地位提升趋势

下，双方在多个要素上的竞争合作。 这本书

也鲜明地提出，形成商业智能，小数据优先

于大数据。

与中国商业银行的巨大体量相比，目前

中国的第三方支付绝对只是“小支付” ；就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多个领域而言，第三方

支付还是“微领域” 。 但读者通过这本书揭

示的“小支付” 必将走向“大金融” 这一微

观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更可体会到互联网

经济大潮中的新规则，看到宏观经济大变化

的方向。

支付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呢？ 一语概

之， 就是与互联网媒介下新的交易方式、新

的货币形态和新的认证技术相适应，由非银

行支付机构的发展带来社会效用增量的金

融生产方式革命。支付革命到底揭示了什么

呢？总的来看，就是在互联网媒介作用下，创

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所积极适应的中国制

造和服务生产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并迈向蓬

勃的内在革命。

因为中国商业银行总体上对传统贸易

走向电子商务、现金及卡基电子货币走向无

卡基电子货币、数字密码认证走向生物认证

的大趋向敏感度还不够，对中国国民网络化

存在的消费生活、制造和服务领域分散化与

网络化协同的新特点还认识不足，客观上给

非银行机构的支付革命留足了空间。

这本书也提示我们，长期以来中国以中

心化为特点的政府金融领域监管及产业政

策制定原则，更加适应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

的经济管理。而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反映

出互联网经济是去中心化、高出生率和高死

亡率的。 在企业的大量“出生” 和大量“死

亡” 中，才能试出好的商业模式、好的技术

形态，通过淘汰胜出好的企业。

对企业来说，这本书以小见大，可以启

发企业家的战略思考， 探究如何赢得未来；

对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本书见微

知著， 可以启发政府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分

析在网络经济大潮下采用什么样的投入方

式才能更见成效。

第三方支付，特别是创新型第三方支付

的发展是场革命，它给消费观念、商业模式

创新乃至金融竞争格局带来了冲击。为了生

活的品质和经济的效率， 让我们去了解、适

应和参与吧。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创新改变历史

□彭忠富

一个行业的改变往往出于偶然，偶然后

来被解释为必然，但一场革命往往源于一项

微不足道的创新。 创新改变历史的例子不

胜枚举，比如互联网形成的信息世界。 马云

开创性地发展了以淘宝购物为代表的电子

商务，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促进

了全国物流行业的发展。

但很少有人了解集装箱如何成为全球

化的幕后推手。 作为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集

装箱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集装箱最大的成功在于其产

品的标准化以及由此建立的一整套运输体

系。 对一个高度自动化、低成本和低复杂性

的货物运输系统来说，集装箱就是核心。 集

装箱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从而改变了世

界经济的形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

国家已经不太重要，大家更看重的乃是经

济的力量。 一个国家的领土再大、人口再

多，如果经济欠发达，仍然不可能跻身为

世界一流强国。 而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借

助于集装箱改变世界带来的机遇，迅速地

找准了自己的世界定位，那就是利用廉价

劳动力资源，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转移，成功地打出了“中国制造” 的

名声，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工厂。 集装箱运

输方式推动了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范围

内的流动， 成就了中国出口型经济的发

展，加快了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以及集聚速

度。 因此，可以将集装箱看成中国经济高

度发展的推动力。

在马克·莱文森所著的《集装箱改变世

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集装箱这个看似低技术含量的发明早就已

经成为使世界变小、变平的巨大力量。 作者

用一个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告诉我们集装箱

是怎样影响了经济，怎样促进了贸易，怎样

缩短了世界的距离。 我们还将看到，面对一

项技术革命的到来，管理者和决策者所采取

的态度和应对方法不同，决定了群体、城市、

国家的不同命运。在集装箱发展的一次次大

潮中，有的企业和城市抓住了机遇，获得了

巨大的发展，有的则因为应对失当，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本书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追溯，

从全球化的视角把被忽视的伟大贡献重新

揭示出来，让我们重新认识集装箱这个看似

简单的发明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是对

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表示迟到

的敬意。

一项改变世界的创新， 其价值不在于

是什么，而在于怎样使用。 有很多在今天看

起来非常普通的发明， 其实曾对全人类的

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或者是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方式， 集装箱就是一种这样的发

明。 这部让人大开眼界、悦人心智的书，将

大大丰富、 拓展中国企业对于创新的想象

力。 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会有趣地发

现，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创新，也会彻底改变

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都加入到创新的行列

中来吧，为“中国制造” 早日变成“中国创

造” 努力。

夹缝中的成长智慧

□胡艳丽

“自从我披了一袭青云凭靠在渺茫间，

头戴一顶光华的轩冕，四下里拜伏着千峰默

默的层峦” ， 这是企业CEO的豪迈与孤独。

职场中无数人正在为这个孤独的梦想而打

拼，但最终能登绝顶者毕竟是少数。目前，市

面上大量关于CEO管理以及职场入门手册

类书籍不在少数， 其中亦不乏精品之作，但

偏偏少了为正在“上挤下压” 的夹缝中求生

存的职业经理人以指点、启发的书籍。

专业技能是职场的敲门砖，从企业最基

层的员工到企业CEO， 随着职级的不断升

高， 专业技能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便逐步降

低，而各种协调平衡能力的重要性开始逐级

上升。 不同的职级，所应掌握的能力不尽相

同。 由印度具有46年丰富管理经验、31年供

职于联合利华、15年供职于塔塔集团的R·

戈帕拉克里希南，融合大量实践案例及职业

心得所著的《成就4A经理人》一书，不失为

一部体贴之作，填补了市面上关于中层领导

力书籍的空白。

书中指出，优秀的经理人应具备“4A”

特质，即成就事情的能力、亲和力、感召力以

及可信度，每一种特质又可拆分出不同的职

业素养， 而每一种素养的养成亦需在实践、

反思、改进、试错与再应用之间周而复始地

循环。 只要人们还在职场前进的路上，这个

循环便不会终止，学习是贯穿职业经理人职

业生涯的持久事业。 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

本教职业经理人仰人鼻息、 左右逢源的手

册， 而是养育职业经理人适应动态环境，适

者生存垂直攀登，充满了实践智慧的应用型

书籍。

在书的开篇，作者首先讲述了一个并不

完美的职业经理人阿鲁珀在一家企业成长、

出走、回归、再成长的故事。 阿鲁珀性格强

硬、作风干练，这些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

缺点。 在一个特定的大环境之下，他虽然曲

折地取得了成功，但其中的“安全隐患” 并

不在少数，如今时移事异，他的成功无法复

制。作者在书中仅予以阿鲁珀工作方式以简

要的点评，而其成功与失败的玄机还待读者

慢慢推敲。

作者认为，经理人是一种需要在职场上

“垂直攀登” 的工种，其具体所处的位置不

同，所需掌握的职场技能亦不相同。 对上要

能准确接收上司发出的各种隐讳信号，在服

从与坚持主见间找准最适宜的进退尺度；对

同级经理人要能左右逢源协调各种关系，广

泛争取支持， 巧妙化解工作中的敌对和误

解；对下属要恩威并施实行双线领导，既能

做朋友倾听他们的声音又能保持适当的权

威，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在工作岗位达到一

定高度之后， 对内协调的能力要求开始下

降，而协调不同外部关系，影响那些对自己

及企业有影响的人，管理与自己无直接上下

级关系的相关人员，成为经理人职业能力的

“晋升版本” 。 实践证明，很多因技术、业务

能力突出而一路向前的经理人，在晋升到职

场高位时，突然从曾经的职场明星沦为众矢

之的，其主要原因便是他的职业能力没有与

时俱进， 仍停留在专业技术掌控一切的阶

段，而忽略了作为领导者应具备“成就事情

的能力、亲和力、感召力以及可信度” 四种

特质。

书中的很多案例真实生动，相信浸淫职

场多年的读者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以及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比如，如

何表达自己的见解又不伤害他人？为什么自

己工作努力却成为工作伙伴孤立的对象？为

何老板总是“天威难测” ？ 不处理好这些关

于人的各种问题， 在工作中必然被绊手绊

脚，甚至在意外处英雄折戟。

阅读该书，在不经意之处，我们总能

找到自己的职场软肋，也许在书中我们无

法找到现成的职场危机处方，找准问题的

症结，看准问题的成因，而后再细细思量

各种危局中潜藏的机遇与挑战，再复杂的

迷局也隐藏着破解之道。 做一名上有老

板、下有下属、中间有同僚的职场经理人，

其艰难程度可用人生的突围战来比拟，不

经历最严峻的职场考验，便无法登临自己

职业的顶峰。

■ 新书快递

追寻优雅：

众多的好点子都缺失了什么

作者：（美）马修·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少即是多” 新思维方式的行动指南，创造性地

提出了极具价值的优雅四要素：对称、诱惑、精简、不朽。

我们生来都是添填之道的依附者，本书告诉我们“减

法” 是成就优雅最基础性的一条法则，是“对称” 和“诱

惑”所倚仗的法上法。“减” ，未必就是想尽办法做得少，而

是尽力优化和最大程度上发挥资源和资产的效用。

这个世界的每样事物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眩晕，

本书让我们看到，如果能删除、停止做某些事情，学会聪明

地适可而止，我们就会更快乐、把工作做得更好，世界也会

更美好。

作者简介：

马修·梅，广受欢迎的演讲家、创新教练，担任丰田顾问

10

年之久，同时担任微软、

3M

等公司的特聘创新教练。

迪士尼魔法：

从童话城堡到娱乐王国的经营之道

作者：（美）比尔·卡波达戈利，林恩·杰克逊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迪士尼是一个用魔法搭建起来的神奇世界，很多人对它

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方法十分好奇。经过十多年时间的搜集

和研究， 本书作者发现， 迪士尼的成功其实源于八个字：梦

想、信念、勇气、行动。 本书详细介绍了迪士尼获得成功的方

法，分享了大量践行该方法获取成功的企业经验，希望可以

为所有想要借助迪士尼魔法获取成功的人提供借鉴。

企业可以选择坐等价格竞争创造利润， 也可以创造激

情让顾客流连忘返。 同样， 个体可以选择等待别人赋予动

力，也可以选择掌管并坚持自己的梦想。每一个企业和个体

都能从迪士尼的成功故事中获得上述选择的答案， 不是顿

悟的灵感创造了米老鼠或匹诺曹， 而是对信念的坚守以及

充满深思熟虑、精细认真的革新和创造过程。

作者简介：

比尔·卡波达戈利、林恩·杰克逊，世界上最知名的迪士尼

研究专家，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揭示了迪士尼的成功秘诀，该

秘诀将迪士尼公司推上商业、创造力和成功的高峰。 他们提出

了著名的“梦想模式”，该模式在美国商业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幸福的婚姻

作者：（美）约翰·戈特曼，娜恩·西尔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婚姻教皇、 人际关系大师、 著名心理学家约

翰·戈特曼揭开男女长期相处之道的经典作品，向我们阐释

了为什么婚姻有时如此艰难，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厮守一生，

而有些人则像躲避定时炸弹一样躲避婚姻生活？ 如何防止

婚姻危机，又如何拯救一段已经出现危机的婚姻？

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婚姻指南， 任何夫妻都能从中受

益。书中戈特曼博士用大数据还原婚姻关系的真相，并总结

出使婚姻免于破裂的7个法则， 引导读者创建一桩高情商

的、长久的婚姻。 在戈特曼的爱情实验室里，通过长达40年

的婚姻关系研究、近700对夫妻的共同参与，戈特曼博士在

观察和聆听一对夫妻5分钟的谈话后，便能预测他们是否会

离婚，且预测准确率高达91%。

本书畅销全球，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长

踞亚马逊同类书榜单前列。作为人际关系领域大师级人物，

约翰·戈特曼与他著名的“爱情实验室” 成为超级畅销书

《Blink》开章经典案例，戈特曼预测离婚的成果成为主流

媒体热议话题。

作者简介：

约翰·戈特曼，享誉世界的“婚姻教皇”，美国华盛顿大学

心理学教授，西雅图人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从事家庭关系方

面研究长达

40

年，婚姻关系、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

娜恩·西尔弗，作家、记者与编辑，从事育儿、婚恋、心理

学与健康等领域的研究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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