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莉

CFP图片

■ 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A06

■ 责编：侯志红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410 E-mail:zbs@zzb.com.cn

“金融超市” 频现

平台谋划金融生态圈

□本报记者 周文静

随着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的落地，

互联网金融领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对

单一业务型平台如P2P、P2B的投资热

情渐渐冷却之时，对互联网综合金融平

台的热浪又在掀起，其中除了早期探索

“金融超市” 的91金融等平台，传统金

融巨头和电商巨头也都纷纷杀入，如蚂

蚁金服推出蚂蚁聚宝、中国平安通过各

种剥离整合宣称要将陆金所打造成开

放型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外，还重点发展

旗下的平安金融旗舰店。

巨头杀入“金融超市”

近日， 平安金融旗舰店（chaoshi.

pingan.com）宣布，经过半年多的发

展，依托平台创新、用户服务等综合优

势，该平台月均访客人次突破1000万，

每日为超过20万的用户提供一站式线

上金融服务。平安金融旗舰店负责人舒

坦介绍，今年以来旗舰店创新开设包括

保险、理财、基金、投资在内的六大频

道，将用户不同人生阶段的金融需求作

为界面设计和产品推荐的维度，依靠互

联网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定制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与此同

时，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也未落步伐。 8

月，蚂蚁金务推出全新的一站式移动理

财平台———蚂蚁聚宝。

在用户服务上，舒坦表示，平安金

融旗舰店的基金频道于今年4月上线，

不仅接入千余只品类各异的基金产品，

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千万大关。通过多

种与用户互动的主题活动，基金频道打

破传统金融说教式的呈现方式，手把手

教用户挑选“专属” 基金；更特别设置

新的“风险选基” 模块，用户可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力，申购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平安旗舰店相关人士表示，用户在

页面停留时间及下单速度等数据显示，

相较于市场上的同类型平台，基金频道

大大减少了入门级人士挑选产品过程

的时间。

平台谋划金融生态圈

业内人士分析，不同于P2P、P2B平

台和传统信托、 资管等机构的自销渠

道，通过自己生产经营信贷资产或理财

产品的模式， 金融超市是一个货架，里

面有各种商品。 袁雷鸣表示，在金融自

由化的背景下，理财的巨大市场将迎来

爆发。 蚂蚁聚宝将和各类金融机构一

起，共同打造移动理财生态。

“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也是一种

必须。 ” 袁雷鸣说，财富管理最核心的

领域就是对资产的风险识别、 风险定

价、风险管理、风险承担，由此获取风险

溢价。 蚂蚁聚宝希望搭建平台，提供配

套服务，让具备这些专业能力的金融机

构能够拎包入驻。 据了解，目前已经和

蚂蚁聚宝合作的机构，包括超过120家

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担

保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 同时，通过数

米基金网， 有80家主流基金公司入驻

蚂蚁聚宝。华夏基金公司副总经理李一

梅表示，蚂蚁聚宝的推出，对于基金公

司而言， 是余额宝的一次对外开放，相

当于2亿的余额宝用户，可以和基金公

司无缝对接。 蚂蚁金服强在网络渠道、

技术和数据能力，而基金公司则拥有更

专业的金融产品生产能力和风控能力，

双方非常互补。

相比于电商、 传统金融机构等巨

鳄通过依靠其集团的资本实力以及各

自资源进场，在早期就开始耕耘“金

融超市” 的草根平台，如91金融、招财

猫等平台， 则在不断梳理和调整自己

业务线以及计划通过登陆资本市场来

获取资金支持来发展和壮大。据了解，

91金融的业务线涉及P2P、 互联网保

险、 互联网基金以及与传统金融机构

的合作等各个方面， 互联网金融生态

雏形已经显现。招财猫则表示，平台将

定位于给高净值客户提供理财服务，

平台业务包括阳光私募、 信托和资管

产品， 同时还将为理财师提供平台和

产品专供。

此外，91金融与招财猫均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正在做资本市场

的对接， 希望能上市或挂牌新三板，借

力资本市场来壮大平台发展。安信证券

投资银行副总裁罗祖光认为，在7月份

央行发布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后，关于

行业的监管慢慢明晰。 相比于网贷，第

三方平台的政策风险更小，登陆资本市

场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国内财富管理市

场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

记者观察

互联网金融创新勿沦为鸡肋

□本报记者 张莉

从互联网巨头到传统金融公司，从

创新型金融机构到第三方理财平台，以

互联网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模式层出不

穷，也在市场掀起一阵波澜。一时之间，

以技术创新剑指传统商业架构的理想

主义思潮席卷整个互联网和金融行业。

然而在浪潮过后， 越来越多的人却发

现， 此番以创新之名进行的改革和颠

覆，其影响力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深

远。在这股风潮背后，烧钱过度、架构混

乱、创新不足、竞争同质等问题开始逐

渐暴露出来，互联网金融整体创新陷入

僵局。

以互联网券商为例， 互联网带来

的颠覆和调整“倒逼”传统券商改革，

不少证券公司积极组建互联网金融团

队， 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

架构的重新搭建。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

程中， 券商在互联网思维的落地上却

仍存在分歧。 一方面，线上和线下业务

对接出现断层， 各个营业部业务的互

联网化节奏不一；另一方面，互联网金

融架构的重新搭建后， 无法融入原有

架构之中， 造成互联网金融部门演变

为信息技术部门的替代单位， 而互联

网金融战略的实施往往遥遥无期。 有

券商人士透露， 由于此前证券行业都

在赶风潮、迎合市场和监管要求，组建

创新部门， 但由于创新业务对业务贡

献度较低， 造成行业内部对互联网金

融的布局或多或少出现停滞。

尽管此前有市场人士看来，中小券

商可以拼接互联网金融去中心化、去渠

道化，摆脱通道依赖症，实现“弯道超

车”，但在互联网经纪业务的布局中，尽

管提升了开户数量和运营成本，市场份

额有所提高，但对整体的业务收入模式

仍未产生显著变动，券商业务架构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而传统券商行业的格局

并未因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出现而发生

显著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多数券商布

局互联网金融仅仅停留在开发移动应

用端、追求线上开户量，在同质化竞争

的环境下，券商互联网创新的优势并不

明显。

除了传统券商之外，一些互联网公

司所布局的在线理财平台和移动终端

应用同样也面临产品创新缺乏、竞争趋

同的僵局。不少第三方理财平台以及财

富管理公司先后宣称转型互联网金融，

并旨在打造综合型理财平台，然而从最

终展现的模式看，大多数平台的产品和

战略布局大同小异，而其竞争的真正差

别则在于传统流量的优势以及和金融

机构合作数量。

与此同时，切入金融领域之后，除

了在金融专业资源缺乏积累、 风险控

制疲弱等问题之外， 互联网企业盈利

模式的模糊仍然困扰市场， 仅靠补贴

烧钱撑起的创新金融平台似乎也难有

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专业

背景和服务的缺乏， 流量用户转化为

理财客户的变现能力也将是考验互联

网公司布局金融领域的关键。 而在当

前监管环境下， 互联网公司只能依靠

收购等方式获取相关金融牌照， 这就

需要解决内部业务整合、 资源重新调

配的问题， 互联网公司也有待金融基

因的注入。

从上述情况看，以复合型特征为主

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

技术包装和分享经济。 做互联网布局，

既要保留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

专业服务价值，也要发挥互联网技术和

流量的优势，将两类业态进行有效而出

色的融合，若有一方有失偏颇，则会令

互联网金融创新沦为“鸡肋”，在资源和

技术的争夺中，谁对互联网金融思维理

解到位，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市场中占

据一席长久的发展之地。

磨合期定成败 “竞合”格局渐现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互联网投资理财市场的发

展仍属于各方“混战”阶段，传统线下业务还需要进一

步转移到线上，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的渗透也并

未结束。“金融机构转型互联网和互联网企业进军金

融的动作都非常积极，这也是目前普遍认可的趋势，当

前行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但目前大家

都在试错、摸索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

如果能够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新的商业模式可能就

会出现。 ”某券商机构负责人判断。

“大方向上，互联网企业嫁接金融机构，最后一定

会有几家成功，互联网企业在流量和用户体验上都有

优势，而综合性券商转型互联网平台也能同时抢占理

财的入口，但大部分小型机构在资金和专业储备上都

不具备占据入口的实力，经历一段时间后，业务被整合

的可能性较大。 ”平安证券副总经理蔡新发表示，未来

互联网券商领域较难出现“一家独大”的格局，其可能

的市场生态是既有几家综合型互联网券商平台作为

用户理财入口，也有一批专业化的小券商机构解决不

同的投资需求，形成多家共存的市场格局。

“互联网企业具备流量和技术优势， 而金融机构

则具备专业资源的储备和牌照优势，金融思维和互联

网思维之间需要融合，现在仍然是一个开始阶段，谁能

最终胜出仍属于未知数。 市场各方都需要补齐自己的

短板。最终，当一个公司能够在不同的思维中更快做好

磨合，复合型人才聚集的越来越多，这个互联网金融的

团队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蔡新发认为，无论是金融

机构还是互联网公司，在布局当前的互联网理财市场

上，最后竞争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整合的彻底。

“当前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传统金融机构手

中， 目前互联网公司只能扮演信息、 指令的通道角

色， 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需要相互融合才能发展

互联网金融。 ” 社交投资平台齐牛金融市场部总监

杜红分析认为， 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双方合作的

价值在于第三方平台为传统机构带来庞大的互联网

用户群体的同时，通过证券交易的对接，为第三方平

台的用户提供优质的证券交易体验， 提升平台吸引

力，“在完成用户积累和用户习惯养成的基础上，以

后的合作点可能会向证券公司的投资咨询业务和资

产管理业务领域延伸。 ”

“技术只能领先一时，对于金融企业而言，不仅

仅是需要将传统线下的业务搬到网上， 更重要的是

通过技术提升自身的服务，解决用户的痛点。目前国

内还缺乏综合型的理财平台， 能够吸引广泛的客户

参加，这也是未来机构发展的目标。 ” 在黄冰看来，

未来牌照放开，竞争可能会更为激烈，为获得更多客

户来源， 金融机构间的并购以及和互联网平台跨界

合作的动作都将会增多，技术的演进下，传统金融行

业的洗牌潮将在所难免。

互联网理财群雄逐鹿 入口争夺战硝烟弥漫

传统机构发力移动端“互联网+” 亟待磨合

从微众银行、蚂蚁聚宝等移动应用的陆续上

线，到腾讯理财通、小米金融以及一批社交投资

平台的出现，互联网公司切入金融领域的动作不

断。 面对外来者的强势“竞争” ，券商、基金公司

等传统机构也不惜砸重金向互联网转型，而入口

资源无疑成为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

在互联网思维的渗透下，线上投资理财市场

逐渐形成以券商、基金公司、互联网公司互相争

夺的格局，三大阵营纷纷在各自领域发力，并通

过平台和渠道的优势来扩张市场。 然而，在经历

一轮触网后， 传统机构却开始面临业务同质化、

技术难以突破、人才紧缺等各类瓶颈，而互联网

公司也因遭遇金融业务难深化、牌照限制等问题

而举步维艰。 喧嚣过后，迷茫加剧。

业内专家认为， 目前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

是互联网公司都在摸索和试错， 市场仍然缺乏相

对成熟、适合全行业推广的模式。 未来领域也较难

出现“一家独大” ，传统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将通过

优势互补和跨界融合的方式来形成新的行业生

态。 也有券商人士判断，在牌照放开的预期下，未

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竞争和收购将会加剧，行

业洗牌则难以避免。

抢滩入口资源 “三大门派”平台角逐

“谁先抢占了入口，谁就掌握用户和现金流。 ”

这条曾在互联网领域流行的商业定律如今开始在金

融市场中流行。 一方面，以腾讯、阿里巴巴、东方财

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通过大举布局互联网金融

市场来占据先发优势，而创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及

第三方理财平台的兴起，也吸引部分在线理财客户

的进场；另一方面，券商、基金公司等传统机构也正

加速互联网化的转型，通过移动应用的开发和网络

平台搭建，实现线下业务到线上融合的迁移。

不难发现，在当前的互联网投资理财市场，已经

形成以券商、基金公司、互联网公司为主的市场格

局， 三大阵营分别通过产品端创新和综合平台的搭

建，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流量和入口的争夺。

8月17日， 蚂蚁金服发布独立理财平台蚂蚁聚

宝，除了支持余额宝、招财宝、基金等理财类型之外，

其内设的股票交易查询引发市场对其布局互联网证

券业务的猜测。 无独有偶，腾讯理财通相关负责人

也曾表示， 腾讯未来将推出首款互联网证券平台

“微证券” ，通过对接各大券商接口，实现证券业务

的服务。 而以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起家的东方财富

网，近年来则通过收购频频获得内地和香港券商牌

照，强势加入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除了互联网巨头公司之外，包括一起牛、金贝塔

等在内的社交投资平台也开始积极推广其移动应用

端口产品， 并通过接入券商接口进行实现实盘交易

和组合下单功能，从而丰富其平台的获客渠道。与此

同时， 类似金斧子等第三方在线理财平台则通过售

卖固定收益产品、 私募产品等方式来鼓励大批互联

网用户进行简易的“口袋理财” 。 在业内看来，尽管

缺乏流量优势， 但这些创新型金融机构及平台仍能

够通过其个性化方式来占据部分在线理财市场。

面对互联网公司的激烈竞争， 传统金融机构在

产品端开发和入口争夺上也并不示弱。目前，一批具

备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的券商， 已经在构建账

户、打造平台和整合移动产品上进行转型升级，除了

在线开户之外，券商机构还通过升级手机移动应用、

设立独立理财账户等方式为提供多款互联网金融产

品。 据悉，平安证券移动理财产品交易日前上线，形

成集合各类公募基金和理财产品的综合平台。 包括

华泰、海通、国金证券在内的券商先后推出一站式理

财账户及互联网投资机构，集成自身的经纪、资管等

多项业务，移动端业务规模直线飙升。

对于基金公司而言， 从互联网金融产品崛起之

初， 其触网尝试就从未停止。 除了早前的余额宝产

品、基金淘宝店之外，基金公司不断扩大各类第三方

销售平台的合作范围，以增加客户流量进场的入口。

9月初，南方基金公告称，旗下55只产品正式上线陆

金所资管；8月中旬，微众银行上线，国金、博时和汇

添富三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分别进驻互联网银行新

平台；此前汇添富基金先后和包括苏宁、民生、新浪、

携程网等在内的11家线上平台进行合作，通过各类

细分的垂直电商的场景应用来积累用户量。

“在互联网理财的市场， 几乎所有的竞争者

都在抢占入口资源， 而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

个性化和多元化， 也决定金融产品的开发和营销

都需要通过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延伸。 这

既给有流量优势的互联网公司加入竞争的机会，

也决定了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布局的重点方向。 ”

据熟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券商人士黄冰 （化名）

分析，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新型平台的出现，都是为

了迎合市场投资理财需求， 利用互联网让产品的

销售和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将合作平台的流量转

为自身的资源，“实际上，传统金融互联网转型的

根本逻辑就是开发客户，如果不去做这块业务，将

意味着被别人赶超，客户资源也会流失，互联网化

的改革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

改良VS颠覆 互联网转型遭遇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历一轮互联网金融市场的

争夺之后，尽管浓烈的火药味还未消散，无论是传统

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公司却都在后续的产品创新和

稳定的模式搭建上遭遇瓶颈， 互联网金融的布局俨

然进入到一个焦灼而无力的阶段， 产品同质化问题

日趋严重，互联网公司技术先发优势日渐丧失，而传

统机构转型的思路也开始陷入迷茫， 互联网技术对

金融部门的整体架构的影响， 是通过改良渐进还是

彻底颠覆，成为一个难解的选择。

“如果公司未来实现互联网化的话， 可能有必

要将现有的组织框架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全部 ‘烧

掉’ ，重新建立一套符合互联网思维的新框架。 ” 在

此前一场行业交流会上，曾有业内人士判断，互联网

金融意味着完全新的范式， 传统金融机构需通过移

动互联网技术重构当前的技术和组织架构， 转向

C2B的定制商业模式以及O2O的市场运营体系。 一

家社交投资平台的负责人分析， 真正的互联网金融

概念需要颠覆传统券商原则，重构和发掘用户价值，

互联网转型将意味着重新定义传统机构。

不过，这种颠覆式的互联网转型似乎并未奏效。

有券商机构人士透露， 当前部分券商内部设立互联

网金融部门主要是为了迎合市场趋势， 但真正发挥

的功能却非常有限， 券商传统的业务架构并未发生

实质变化，“现在市场的情况是等待制度重新修复，

金融机构对自身互联网金融投入的精力开始分散，

加上监管层对创新的容忍度可能在降低， 短期缺乏

动力去做相关布局。 ” 据黄冰介绍，他所在的公司设

立的互联网金融部门更类似一个大型的硬件技术支

撑单位， 仅为在线经纪业务及相关服务客户匹配提

供技术支撑、研究新技术模式和开发、通过互联网进

行运营、对外寻求其他互联网渠道合作等，业务模式

的“颠覆”并没有发生。

在各类券商、基金公司引入互联网思维后，以改

良的方式进行转型的策略，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却也

遭遇了普遍的质疑。“产品过于同质化、单一化，令用

户的选择产生审美疲劳， 而仅靠互联网金融的渠道

及价格战的方式赢得的客户积累， 似乎也没有改变

传统机构的盈利模式。 ”有券商人士认为，因互联网

金融创新获得市场广泛关注的中小券商实力并未出

现显著的提升，“弯道超车” 的格局暂未出现，“互联

网仅仅只是扮演一个通道工具， 而在这个工具被使

用之后，业务的实质性突破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一个

明显的创新曲线， 几乎难有一家证券公司能够理解

互联网思维，行业内对创新产生强烈的失望情绪。 ”

对于大多数券商、基金公司而言，互联网金融发

展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投入， 但由于盈利考核机制的

要求，金融创新产品的投入产出比例较低，对业务贡

献度较低， 也令传统人士对创新空间的后续拓展抱

有怀疑。“如果转型空间有限，那么传统机构会不会

在这场相对浮躁的互联网风潮之下成为牺牲品，在

严格的风控和制度安排下， 基金公司或者证券公司

可能因为金融创新的效果不佳而最终沦为配角。 ”

另一方面， 具备庞大市场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

在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因自身条件的限制，开始迎来

漫长的阵痛期。 “无论是在风险控制能力还是用户

积累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都相对明显，互联网

企业涉足金融业务，需要自足金融思维，单纯将金融

产品线上化，可能未必吸引长期有效客户，如何将流

量用户转为客户，形成清晰的变现盈利模式，是互联

网企业始终需要面临的问题。 ” 上述机构人士说。

互联网证券业相关人士分析， 当前互联网平台

自身发展金融业务实际仍然存在劣势， 比如一些涉

及线下的OTC业务、基金管理等业务，互联网公司缺

乏专业储备，互联网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亟待深化。

“金融牌照还无法很快放开，互联网公司当前只能通

过合作和并购的方式切入金融领域， 真实的创新亮

点并不多，当前互联网银行的模式，似乎也是复制传

统直销银行的方式， 大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就

是传统业务的网络化，各类平台间差异并不大。 ”除

此之外，互联网公司切入金融理财领域后，还需解决

补贴、代销风险、普及用户、打破传统业务刚性壁垒

等多个问题，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基因仍待注入。

互联网理财群雄逐鹿 入口争夺战硝烟弥漫

传统机构发力移动端 “互联网+”亟待磨合

本报记者 张莉

从微众银行、蚂蚁聚宝等移动应用的陆续上线，到腾讯理财通、小米金融以及一批社交投资平台的出现，互联网公司切入金融领域的动作不断。 面对外来者的强势“竞争” ，券商、基金公司等传统机构也不惜砸重金向互联网转型，而入口资源无疑成为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

在互联网思维的渗透下，线上投资理财市场逐渐形成以券商、基金公司、互联网公司互相争夺的格局，三大阵营纷纷在各自领域发力，并通过平台和渠道的优势来扩张市场。 然而，在经历一轮触网后，传统机构却开始面临业务同质化、技术难以突破、人才紧缺等各类瓶颈，而互联网公司也因遭遇金融业务难深化、牌照限制等问题而举步维艰。 喧嚣过后，迷茫加剧。

业内专家认为，目前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公司都在摸索和试错，市场仍然缺乏相对成熟、适合全行业推广的模式。 未来领域也较难出现“一家独大” ，传统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将通过优势互补和跨界融合的方式来形成新的行业生态。 也有券商人士判断，在牌照放开的预期下，未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竞争和收购将会加剧，行业洗牌则难以避免。

抢滩入口资源 “三大门派”平台角逐

“谁先抢占了入口，谁就掌握用户和现金流。 ”这条曾在互联网领域流行的商业定律如今开始金融市场中流行。 一方面，以腾讯、阿里巴巴、东方财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通过大举布局互联网金融市场来占据先发优势，而创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及第三方理财平台的兴起，也吸引部分在线理财客户的进场；另一方面，券商、基金公司等传统机构也正加速互联网化的转型，通过移动应用的开发和网络平台搭建，实现线下业务到线上融合的迁移。

不难发现，在当前的互联网投资理财市场，已经形成以券商、基金公司、互联网公司为主的市场格局，三大阵营分别通过产品端创新和综合平台的搭建，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流量和入口的争夺。

8月17日，蚂蚁金服发布独立理财平台蚂蚁聚宝，除了支持余额宝、招财宝、基金等理财类型之外，其内设的股票交易查询引发市场对其布局互联网证券业务的猜测。 无独有偶，腾讯理财通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腾讯未来将推出首款互联网证券平台“微证券” ，通过对接各大券商接口，实现证券业务的服务。 而以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起家的东方财富网，近年来则通过收购频频获得内地和香港券商牌照，强势加入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除了互联网巨头公司之外，包括一起牛、金贝塔等在内的社交投资平台也开始积极推广其移动应用端口产品，并通过接入券商接口进行实现实盘交易和组合下单功能，从而丰富其平台的获客渠道。 与此同时，类似金斧子等第三方在线理财平台则通过售卖固定收益产品、私募产品等方式来鼓励大批互联网用户进行简易的“口袋理财” 。 在业内看来，尽管缺乏流量优势，但这些创新型金融机构及平台仍能够通过其个性化方式来占据部分在线理财市场。

面对互联网公司的激烈竞争，传统金融机构在产品端开发和入口争夺上也并不示弱。目前，一批具备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的券商，已经在构建账户、打造平台和整合移动产品上进行转型升级，除了在线开户之外，券商机构还通过升级手机移动应用、设立独立理财账户等方式为提供多款互联网金融产品。 据悉，平安证券移动理财产品交易日前上线，形成集合各类公募基金和理财产品的综合平台。 包括华泰、海通、国金证券在内的券商先后推出一站式理财账户及互联网投资机构，集成自身的经纪、资管等多项业务，移动端业务规模直线飙

升。

对于基金公司而言，从互联网金融产品崛起之初，其触网尝试就从未停止。 除了早前的余额宝产品、基金淘宝店之外，基金公司不断扩大各类第三方销售平台的合作范围，以增加客户流量进场的入口。 9月初，南方基金公告称，旗下55只产品正式上线陆金所资管；8月中旬，微众银行上线，国金、博时和汇添富三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分别进驻互联网银行新平台；此前汇添富基金先后和包括苏宁、民生、新浪、携程网等在内的11家线上平台进行合作，通过各类细分的垂直电商的场景应用来积累用户量。

“在互联网理财的市场，几乎所有的竞争者都在抢占入口资源，而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也决定金融产品的开发和营销都需要通过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延伸。 这既给有流量优势的互联网公司加入竞争的机会，也决定了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布局的重点方向。 ”据熟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券商人士黄冰（化名）分析，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新型平台的出现，都是为了迎合市场投资理财需求，利用互联网让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将合作平台的流量转为自身的资源，“实际上，传统金融互联网转型的根本逻辑就是开

发客户，如果不去做这块业务，将意味着被别人赶超，客户资源也会流失，互联网化的改革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

改良VS颠覆 互联网转型遭遇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一轮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争夺之后，尽管浓烈的火药味还未消散，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公司却都在后续的产品创新和稳定的模式搭建上遭遇瓶颈，互联网金融的布局俨然进入到一个焦灼而无力的阶段，产品同质化问题日趋严重，互联网公司技术先发优势日渐丧失，而传统机构转型的思路也开始陷入迷茫，互联网技术对金融部门的整体架构的影响，是通过改良渐进还是彻底颠覆，成为一个难解的选择。

“如果公司未来实现互联网化的话，可能有必要将现有的组织框架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全部‘烧掉’ ，重新建立一套符合互联网思维的新框架。 ”在此前一场行业交流会上，曾有业内人士判断，互联网金融意味着完全新的范式，传统金融机构需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重构当前的技术和组织架构，转向C2B的定制商业模式以及O2O的市场运营体系。 一家社交投资平台的负责人分析，真正的互联网金融概念需要颠覆传统券商原则，重构和发掘用户价值，互联网转型将意味着重新定义传统机构。

不过，这种颠覆式的互联网转型似乎并未奏效。 有券商机构人士透露，当前部分券商内部设立互联网金融部门主要是为了迎合市场趋势，但真正发挥的功能却非常有限，券商传统的业务架构并未发生实质变化，“现在市场的情况是等待制度重新修复，金融机构对自身互联网金融投入的精力开始分散，加上监管层对创新的容忍度可能在降低，短期缺乏动力去做相关布局。 ”据黄冰介绍，他所在的公司设立的互联网金融部门更类似一个大型的硬件技术支撑单位，仅为在线经纪业务及相关服务客户匹配提供技术支撑、研究新技术模式和开发、

通过互联网进行运营、对外寻求其他互联网渠道合作等，业务模式的“颠覆”并没有发生。

在各类券商、基金公司引入互联网思维后，以改良的方式进行转型的策略，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却也遭遇了普遍的质疑。“产品过于同质化、单一化，令用户的选择产生审美疲劳，而仅靠互联网金融的渠道及价格战的方式赢得的客户积累，似乎也没有改变传统机构的盈利模式。 ”有券商人士认为，因互联网金融创新获得市场广泛关注的中小券商实力并未出现显著的提升，“弯道超车”的格局暂未出现，“互联网仅仅只是扮演一个通道工具，而在这个工具被使用之后，业务的实质性突破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创新曲线，几乎难有一家证

券公司能够理解互联网思维，行业内对创新产生强烈的失望情绪。 ”

对于大多数券商、基金公司而言，互联网金融发展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投入，但由于盈利考核机制的要求，金融创新产品的投入产出比例较低，对业务贡献度较低，也令传统人士对创新空间的后续拓展抱有怀疑。 “如果转型空间有限，那么传统机构会不会在这场相对浮躁的互联网风潮之下成为牺牲品，在严格的风控和制度安排下，基金公司或者证券公司可能因为金融创新的效果不佳而最终沦为配角。 ”

另一方面，具备庞大市场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在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因自身条件的限制，开始迎来漫长的阵痛期。 “无论是在风险控制能力还是用户积累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都相对明显，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业务，需要自足金融思维，单纯将金融产品线上化，可能未必吸引长期有效客户，如何将流量用户转为客户，形成清晰的变现盈利模式，是互联网企业始终需要面临的问题。 ”上述机构人士说。

互联网证券业相关人士分析，当前互联网平台自身发展金融业务实际仍然存在劣势，比如一些涉及线下的OTC业务、基金管理等业务，互联网公司缺乏专业储备，互联网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亟待深化。“金融牌照还无法很快放开，互联网公司当前只能通过合作和并购的方式切入金融领域，真实的创新亮点并不多，当前互联网银行的模式，似乎也是复制传统直销银行的方式，大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就是传统业务的网络化，各类平台间差异并不大。 ”除此之外，互联网公司切入金融理财领域后，还需解决补贴、代销风险、普及用户、打破传

统业务刚性壁垒等多个问题，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基因仍待注入。

磨合期定成败 “竞合”格局渐现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互联网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仍属于各方“混战”阶段，传统线下业务还需要进一步转移到线上，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的渗透也并未结束。 “金融机构转型互联网和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的动作都非常积极，这也是目前普遍认可的趋势，当前行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但目前大家都在试错、摸索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如果能够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新的商业模式可能就会出现。 ”某券商机构负责人判断。

“大方向上，互联网企业嫁接金融机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成功，互联网企业在流量和用户体验上都有优势，而综合性券商转型互联网平台也能同时抢占理财的入口，但大部分小型机构在资金和专业储备上都不具备占据入口的实力，经历一段时间后，业务被整合的可能性较大。 ”平安证券副总经理蔡新发表示，未来互联网券商领域较难出现“一家独大”的格局，其可能的市场生态是既有几家综合型互联网券商平台作为用户理财入口，也有一批专业化的小券商机构解决不同的投资需求，形成多家共存的市场格局。

“互联网企业具备流量和技术优势，而金融机构则具备专业资源的储备和牌照优势，金融思维和互联网思维之间需要融合，现在仍然是一个开始阶段，谁能最终胜出仍属于未知数。 市场各方都需要补齐自己的短板。 最终，当一个公司能够在不同的思维中更快做好磨合，复合型人才聚集的越来越多，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团队就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蔡新发认为，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公司，在布局当前的互联网理财市场上，最后竞争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整合的彻底。

“当前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传统金融机构手中，目前互联网公司只能扮演信息、指令的通道角色，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需要相互融合才能发展互联网金融。 ”社交投资平台齐牛金融市场部总监杜红分析认为，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双方合作的价值在于第三方平台为传统机构带来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的同时，通过证券交易的对接，为第三方平台的用户提供优质的证券交易体验，提升平台吸引力，“在完成用户积累和用户习惯养成的基础上，以后的合作点可能会向证券公司的投资咨询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领域延伸。 ”

“技术只能领先一时，对于金融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需要将传统线下的业务搬到网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提升自身的服务，解决用户的痛点。 目前国内还缺乏综合型的理财平台，能够吸引广泛的客户参加，这也是未来机构发展的目标。 ”在黄冰看来，未来牌照放开，竞争可能会更为激烈，为获得更多客户来源，金融机构间的并购以及和互联网平台的跨界合作的动作都将会增多，技术的演进下，传统金融行业的洗牌潮将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