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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回顾了数字普惠金融领域一年来的主要政策事件和十几年来的发展趋势，
认为２０１９年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转型发展的关键时点。经过起步、缓慢发展、 爆发式
增长、转型整顿等几个发展阶段以后，数字普惠将进入新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在经济
下行压力下，国家在严监管的同时采用了结构性放松的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将以新的
模式逐步进入下一个快速增长周期。为了探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转型背后的动因，
报告从满足消费者需求、基础设施、 政策环境、 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等几个维度， 以
国际视野对十几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 以期为下一个发展周期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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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似乎印证了中国传统阴阳轮回的哲学思想。 开
始是从无到有，经过一个缓慢增长期，进入一个爆发式增长时期， 接着进入一个增长
停顿期。对数字普惠金融涨落周期进行经验总结， 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明确以 “乡村振
兴”作为下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方针的情况下， 我们在全面总结数字普惠金融经验
时，重点分析上一个周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分析结果将对下一
个发展周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本报告试图通过回顾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 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
条件例如需求、基础设施、监管环境、 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等， 深入分析数字
普惠金融快速增长和停顿背后的真正原因， 从其背后的动因来总结中国普惠金融发展
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一是与中国小微企业和个
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长期受到压抑， 因此蕴藏了大规模的潜在的小额分散的金融需求
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部分能够支付相对比较高利率的用户， 因为政策监管对利率
限制的原因，没有找到相应的产品， 转而和那些利息支付能力弱的客户争夺低利息产
品。由此压制了市场的发育，阻碍了金融供给方的商业可持续性，造成局部供给短缺。
二是中国长期重视基础设施的发展， 特别是教育、 卫生、 交通、 水电、 通讯等基
础设施网络的覆盖率比较高，有利于金融基础设施例如金融基础服务网点的覆盖率的
提高，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三是中国政府监管部门长期追求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为重大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双
重绩效目标。虽然在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服务对象主要以大型经济活动为主， 但是
仍有很多政策文件鼓励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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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为了解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金融服务问题， 监管部门在开始一段时间内，
对数字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采取鼓励的态度，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因
此获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监管环境。２０１６年以后，部分经营不善的数字金融平台出现
了风险暴露，监管部门觉察此部分风险可能会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因此采取了严
格的整顿措施。
五是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成本、 提高了服务效率、 改善客户体
验，释放了本来被压抑的需求。
六是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 提高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商业
可持续性。
分析也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包括社会目标和商业目
标的矛盾、风险的有效监管、不恰当的商业模式、数据安全和数字鸿沟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监管部门对普惠金融发展所持理
念密切相关。在风险可控的时候，监管部门往往采取鼓励和宽容的政策， 在风险爆发
的时候，会采取比较严格的监管政策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从中国政府监管部门一贯重视 “三农” 金融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思路看， 监管
部门在风险释放后会回归到鼓励的政策。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鼓励政策
已经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鼓励传统大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释放出结构性放松
的信号。未来很可能出现传统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驾齐驱的局面。
希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验的总结， 能对中国未来的普惠金融发展、 特别是
对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希望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 毕
竟农村和农业依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环境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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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不同领域的拓展， 正使得数字经济不断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在金融业方面，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数字支付的出现并不断
延伸至数字融资、数字理财、 数字保险、 数字信用评分等增值金融服务， 使得金融服
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市场格局， 促进了金融业务创新与普惠金融
体系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不断快速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的
行为，随着政策与监管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在进入深化与规范治
理阶段。

!"#$%&'()*+,-./0123
在中国数字支付终端有电脑、 智能手机、 电视、 电话、ＰＯＳ 机、ＡＴＭ 机等， 其
中，电脑和智能手机渐渐成为主流支付终端。 为了比较分析， 通常将通过电脑和银行
的 ＡＰＰ 进行支付的方式称为网上支付， 而将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 （第三方 ） 的手机
ＡＰＰ 支付称为移动支付。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合称网络支付。
数字支付尤其是网络支付使得市场交易活动更为便捷、 高效、 安全， 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消费者的支付成本，从而使得数字支付覆盖率持续提高， 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
展。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已经达到 ４５２０７
万户，移动手机用户总数 １５９９００ 万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ＣＩＮＩＣ） 的数据表
明，如图１
．１％ ，
．１① 所示 ， 中国网民中的网络支付使用率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已达到 ７４

①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这里的覆盖率指的是在网民中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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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末增长 ２ 个百分点 ； 移动支付的使用率已达 ７３
．４％ ， 比去年末增长 １
．６ 个百
分点 。

图１
１ 中国网络支付的使用率

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活动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作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中
国的支付体系也随着电子支付尤其是网络支付的发展而不断升级， 各类支付方式都得
到迅速发展。由于其他类型的电子支付方式 ①无论是业务笔数还是交易金额都比较小，
可以说，网络支付代表了中国数字支付的发展方向。

（一）非银行机构 ②的交易数量仍然占主导地位
１
 非银行支付机构交易数量保持领先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 ③业务笔数情况如图１
．２④ 所示。
由图１
．２可看到，从网络支付交易笔数来看， 非银行支付机构占据了主导地位。
银行和支付机构的交易笔数分别从 ２０１３ 年底的 ２５３ 亿笔和 １５３ 亿笔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１７５ 亿笔和５３０６亿笔，年均增速分别为３６％和１０３％。非银行支付机构的交易笔数
在２０１４年超过了银行业金融机构， 并不断扩大领先优势。 二 者 交 易 笔 数 的 比 值 由
２０１３年的０
．６左右增加到了２０１８年底的４
．５。

②

如数字电视支付、电话支付、ＡＴＭ 支付等。
指的是取得了央行支付牌照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③

此处的网络支付笔数指的是网上支付与移动支付之和

④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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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网络支付笔数情况
左轴：交易笔数 单位：亿笔

右轴：交易笔数的比值

２
 银行网络支付交易金额居于主导地位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金额 ①情况如图１
．３所示。

图１
３ 银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金额情况
左轴：交易金额 单位：万亿元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右轴：交易金额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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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
．３中可看到，从网络支付交易金额来看， 银行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支
付机构和银行的交易金额分别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万亿元和 １０７０ 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０８万亿元和２４０４万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 ８７％ 和 １７
．５％。 二者交易金额的比率由
２０１３年的０
．００９增加到了２０１８年底的０
．０８７，支付机构的占比在不断增加 ①。

３
 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差距缩小
如果进一步将网络支付细分为网上支付、 移动支付两方面对银行和支付机构进行
比较，可以有更为具体的发现。 如下表 １
．１ 所示， 银行的网上支付交易金额要远大于
非银行支付机构，这可能与单位结算账户也就是对公账户多数采用网上支付有关。
表１
１

银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上支付 ②金额情况

年份

银行 （万亿元）

支付机构 （万亿元）

支付机构／银行

２０１７

２０７５

２８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２１２６

２９

０
．０１４

移动支付的金额情况如下表 １
．２ 所示， 可以发现， 虽然在金额上银行仍然占有优
势，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这说明在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上， 支付机构正在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移动支付用户多集中于个人零售客户， 可以推断在该细分市场
上支付机构具有更大的潜力。
表１
２

银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 ③金额情况

年份

银行 （万亿元）

支付机构 （万亿元）

支付机构／银行

２０１７

２０３

１２０

０
．５９

２０１８

２７７

１９０

０
．６８

４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内部结构来看， 就交易的市场份额而言， 在互联网支付 （也
即网上支付）方面 ④，如图１
．４ Ａ 所示，支付宝、财付通、 银联占据了前三位， 市场
集中度约为６３％；而在移动支付 ⑤方面，如图１
．４ Ｂ 所示，支付宝和财付通处于垄断
地位，占据了９３％的市场份额。

①

这种主导地位的存在，可能是由于对公结算账户多数都在银行。

②

数据来源：银行网上支付数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来源于艾瑞咨询。

③

数据来源：银行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艾瑞咨

询的数据，支付机构的网上支付加移动支付金额不等于上述人民银行口径的网络支付金额，但差距不大，因此可
以用来推断这两类业务中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市场份额情况。
④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２０１８年底互联网支付的交易金额为 ２９
．１ 万亿元。这里的互联网支付是通过电脑

进行支付。
⑤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２０１８年底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为１８０万亿元。

第一章

图１
４ 犃 支付机构的网上支付市场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新动向 ０
７

图１
４ 犅 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市场结构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客户在进行大额支付时， 倾向于选用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付工具，而小额支付倾向于使用支付机构的支付工具， 这就造成
了支付机构的交易笔数虽然多但交易金额少的情况。 银行业机构以单位结算和较大额
零售结算为主，尤其是当支付账户有日交易限额之后， 诸如跨行转账、 信用卡还款等
交易有逐步向银行业回流的迹象；第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交易笔数远大于银行， 这
是由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支付工具提供了更好的客户体验和更丰富的应用场景， 客户
粘度更大。第三，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移动支付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仅
业务笔数大于银行，金额上也正在逐步接近银行。

（二）农村地区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各有优势
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移动支付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如下表 １
．３ 所示， 农村支付市场
中，无论是互联网支付还是移动支付， 在交易笔数方面， 非银行支付机构均已领先。
银行网银支付以及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的年均增速分别为 ７
．８％ 和 ２１
．６％； 而在移动
支付方面，银行的手机银行业务笔数增速约为 ３％， 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增
速为１１２％，差距非常大。
表１
３

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笔数

单位：亿笔

年份

网银

手机银行

支付机构
互联网支付

支付机构
移动支付

银行
总笔数

支付机构
总笔数

２０１７

９４
．７

９１
．１

１２２
．７

１２９５
．１

１８５
．８

１４１７
．８

２０１８

１０２
．１

９３
．９

１４９
．２

２７４８
．８

１９６
．０

２８９８
．０

如表１
．４所示，在总的交易金额上， 银行领先。 这主要是由于网银支付的单笔交
易金额较大，约为１４４４７元，而支付机构的互联网支付单笔金额约为 １７４ 元； 但在移
动支付总金额上，在２０１７年支付机构已经领先；单笔移动支付交易金额上， 银行约为
５５５９元，支付机构约为２７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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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

农村地区网络业务金额

单位：万亿元

年份

网银

手机银行

支付机构
互联网支付

支付机构
移动支付

银行
总金额 ①

支付机构
总金额 ②

２０１７

１５２
．７

３８
．９

２
．１

４２
．９

１９１
．６

４５
．０

２０１８

１４７
．５

５２
．２

２
．６

７４
．４

１９９
．７

７７
．０

（三）网络清算平台和数字货币试点并举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随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支付体系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这给央行对支付体系的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同时， 随
着全球跨境支付的不断发展， 市场对于国际结算的便利性与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两方面需求的促使下，网联清算有限公司 （
ＮＵＣＣ， 简称 “网联”） 正式成立， 中
国的数字货币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

１
 网联成立将使得支付服务更加透明
网联成立于２０１７年８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移动支付
清算平台，其主要股东是央行及主要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网联是在央行健全对支付体
系监管的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支付机构的 “断直连 ” 和 “客户备付金上缴央行 ” 等
环节。２０１９年１月，主要支付机构均断开与银行的直连，接入了网联， 同时备付金已
经全部上缴央行，支付机构的支付业务回归 “支付 ” 本源。 网联的成立使得支付体系
更加透明，对于央行反洗钱以及货币政策的更有效传导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主要支付机构涉及银行账户的支付业务基本上已由网联进行转接，２０１９ 年
前三季度其支付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表１
．５所示。
表１
５

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网联处理的支付业务量
业务笔数 （亿笔）

金额 （万亿元）

２０１９Ｑ１

７５８
．２

５４
．７

２０１９Ｑ２

８７４
．０

５７
．６

２０１９Ｑ３
总计

１０８５
．５

６９
．０

２７１７
．７

１８１
．３

２
 数字货币试点将产生重大影响
非现金支付尤其是电子支付正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交易手段，无论是单位结算，
还是个人结算，现金交易已经越来越少。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在局部地区推行数字

①

网银与手机银行金额之和。

②

互联网支付与移动支付之和。

第一章

数字普惠金融新动向 ０
９

货币，这可能对现金进一步起到替代作用。相比银行和支付机构的存款账户，如存款、余
额等，数字货币具有最高的信用等级，且匿名、可在无网络情况下进行支付，携带更加方便。
从中长期来看，发展数字货币可能会对拓展跨境支付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传统的跨境支付便捷性较低， 成本较高， 而且依赖于主要外汇储备国家的清算网
络 （如 ＳＷＩＦＴ）的健康运行，这些都对日益增长的跨境支付需求形成了一定的抑制。
数字货币的推出，使得跨境支付有了潜在的更加普惠的解决方案。 当然， 数字货币的
应用必须依赖于全球央行在金融系统之间开展的多层次的协调和合作。

4",-56789:;<=>?@A
互联网理财为国民管理小额财富提供了更多选择。 也许是投资者对风险认识的理
性回归，加上监管部门出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准备金和流动性管理
等风控政策，互联网理财进入平缓增长期。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在不断成立，
网络理财由此经历行业转型。

（一）用户数迅速增长，固定收益产品受青睐
在过去的６年中，互联网理财的用户规模和交易金额均经历了快速成长时期。

１
 用户规模及网民使用率持续增长
根据 ＣＮＮＩＣ，如图１
．５所示，中国的互联网理财用户由２０１４年的７８４９万人增加
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５１３８ 万人，年均增长 １７
．９％。互联网理财的网民使用率也由 １２
．１％ 增
加到１８
．３％，累计增长６
．２个百分点。

图１
５ 互联网理财的用户规模与网民使用率

１０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２
 投向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
低风险理财产品受到互联网理财网民的青睐，投资的方向以银行存款、 货币基金、
银行理财、保险、Ｐ２Ｐ 理财为主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居多，占到了７０％ ①左右 （图１
．６）。

图１
６ 互联网理财的产品结构

单位：％

（二）互联网货币基金理财增速回归平缓
如上图１
．６所示， 中国的互联网理财的投向中， 货币基金 ②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互联网理财规模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货币基金的快速增长。 图 １
．７ 中， 公募
货币基金的数量由２０１２年的６１只增加到了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的 ３３５ 只， 净值规模由 ２０１３
年底的５７１７亿元增加到了７万亿元。
货币基金规模的快速增长可能与２０１３ 年成立的 “余额宝 ③” 等货币基金的带动有
关。从图１
．７ 中可以看到， 货币基金的数量在 ２０１３ 年由 ６１ 只增加到 ９４ 只， 增速为
５４％，而在２０１４年增加到１７１只，同比增速为８２％；在净值规模上，货币基金净值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５７１７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４７６ 亿元， 增速为 ３０
．８％，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
２０８６２ 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９％。无论数量还是净值规模上，２０１４ 年均是货币基金增速
最快的年份，这是 “余额宝”在２０１４年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示范效应而导致的， 由此可
见 “余额宝”起到了一定的国民理财的普及教育作用。
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监管层出于防控风险的考量， 出台了若干监管措施， 货

②

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陆金所 《
２０１８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
互联网理财总体规模缺乏权威数据，在此以最具代表性的货币基金为例说明。

③

由于宝宝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理财门槛低、流动性好、购买便捷、收益率相比同期银行活期存款高等优

①

势，在短期内规模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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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７ 货币基金发展情况

币基金增速逐步降低，客户的理财投向也由第三方平台向银行体系部分回流。 出现这
种现象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根据２０１７年９月推出的 《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
定》，货币基金需要提取的风险准备金大幅提升，从而使得互联网货币基金开始控制基
金规模，并对个人理财账户进行限额以求合规。
第二，２０１８年５月监管层进一步推出 《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
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规定实时提现金额不得高于１万元，在限额之上的提
现由 “
Ｔ＋０”转为 “
Ｔ＋１”，导致产品的流动性降低，吸引力进一步降低。
第三，银行的线上理财产品开始降低门槛和费用 （如跨行转账、信用卡还款等的免
，并极大地提高了支付的便利性，也对第三方平台的理财服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费）
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客户的理财投向也由第三方平台局部向银行体系
回流。

（三）银行理财子公司可能导致互联网理财的结构变化
银行理财一直都是中国家庭重要的理财途径之一，截至２０１８年底，银行理财产品
余额有３２万亿元 ①。 自 ２
０
１
８ 年底银保监会发布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 后，
２
０
１
９年上半年已有超过３
０家银行宣布设立理财子公司，且注册资本均较高。随着互联网
理财使用率的不断增长，银行理财线上化程度也大幅提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

①

数据来源：Ｗｉ
ｎｄ

１２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产业金融需求催生了银行理财专业子公司。未来的融资需求会不断向更有效率的新兴产
业转移，但其经营风险较高，且未来直接融资比例可能会加大，因此银行理财的隐形刚
兑亟需打破，这会对以往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的互联网理财观念造成较大冲击。

B"CD#EFGHIJKLM
互联网融资包括小额贷款、Ｐ２Ｐ、 众筹 ①等形式， 融资主体有小微企业、 个人等。
由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主体大多是企业主， 因此很多经营性贷款也被记为个人贷款， 各
类机构发放的网络贷款在很大比例属于个人金融。 个人贷款包括经营性用途和消费用
途，但在统计上很难区分，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互联网消费金融， 其变化大体上代表了
互联网融资的变化趋势。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规模快速增长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 经 济 的 不 断 发 展， 互 联 网 消 费 金 融 ② 规 模 不 断 增 长。 如 下 图
１
．８③ 所示，２０１５年以来，其总量高速增长，从 ２０１５ 年底的 ３３１７ 亿元增长到了 ２０１７
年的将近４４０００亿元。这种爆发性的增长体现了强劲的融资需求， 说明很多原先未被
覆盖的长尾客户的融资需求在线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下一章将就数字普惠金融
如何满足融资需求做更加详细的分析。

图１
８ 互联网消费金融规模

单位：亿元

①

众筹由于受到了严格管制，近年来发展并不快，在此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统计。

②

这里的消费金融事实上也包含了一定的经营性贷款，虽然具体数据不可统计，但多数都是以小微企业主

个人的名义进行贷款。
③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这里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数据包括了通过银行、持牌消金公司、互联网小贷公司、
、消费分期平台以及其他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公司。
Ｐ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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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是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提供机构
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提供方分析， 银行仍然是主要的提供机构， 非银行机构只是
扮演补充的角色。

１
 持牌非银行机构的贷款规模占比仍然较小
表１
．６列出了２０１８年底持牌的 ２１ 家 ①消费金融公司及 ９２ 家 ②互联网小贷公司的
规模 ③。其中，消金公司的贷款余额为３７２３亿元，包含了线上与线下的贷款总额。
表１
６

持牌消金公司与部分网络小贷公司规模
家数

注册资本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消金公司

２１

３２７
．３１

网络小贷

９２④

３７２３
．６３
／
ＮＡ

１００３
．５４

由于数据披露方面的原因， 本文未能掌握网络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数据。 根据注
册资本和杠杆倍数估算，２０１８年底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 ⑤约为９２８８亿元 （图１
．９⑥）。

图１
９ 全国小贷公司规模

０１９年，已批准２７家消费金融公司，其中２４家正式开业。该数据中不含包银消费金融及金美信消
① 截至２
费金融公司的数据。由于该２家的总规模并不大，因此并不影响对持牌消金公司总规模的判断。
②
③

注册资本在５亿元以上。
在贷款余额上，由于数据未曾披露，消金公司其中的几家采用了总资产代替，由于消金公司的资产基本

上来源于其对外贷款，因此不影响总体判断。
０１８年底，网络小贷公司牌照总共有２７０张左右。
④ ２
⑤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⑥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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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地将小贷公司杠杆倍数限定在１
．５－３倍之间，但自有统计数据以来， 该行
业总体杠杆倍数一直维持在１
．１左右， 甚至很多线下小贷公司的杠杆倍数都在 １ 以下
（图１
．１０）。

图１
１０ 小贷公司的杠杆倍数

网络小贷公司由于需求较为旺盛， 杠杆倍数可能较高， 假设取 ２， 由此测算互联
网小贷公司提供的线上贷款余额为３０００亿元 ①左右。
综上分析，２０１８ 年底持牌消金公司与网络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约为 ６７００ 亿元
左右。

２
犘２犘平台的融资规模大幅下降
如图 １
．１１ 所示 ，Ｐ２Ｐ平台经历了几年高速增长之后 ， 自 ２０１７ 年起其正常运营
平台数量 、 投资人与借款人数量均出现了大幅下降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 正常运营
的平台数量由高峰时的 ２４１４ 家下降到 ４５６ 家 ， 下降幅度为 ８１
．１％ ； 投资人与借款
人 数 量 分 别 由 高 峰 时 的 ４４１ 万 、４７６ 万 人 下 降 到 １２９ 万 、１３８
．５ 万 人 ， 降 幅 均
为 ７１％ 。
平台的待还借款余额也呈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 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０４１７ 亿元萎缩到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５４００亿元，下降了４８％左右 （图１
．１２）。

７０家左右，其中较大规模公司为９２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亿元，其他假设注册资
① 网络小贷公司总共为２
本为５００亿元，因此总的贷款余额就是 （
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３０００ 亿元。由于 ２０１７ 年底以后监管趋严，将小贷公
司的增量信贷 ＡＢＳ记为表内，因此该假设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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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１ 犘２犘 平台正常运营数量及投资、借款人数

图１
１２ 犘２犘 平台待还借款余额

单位：亿元

此外，如图１
．１３所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Ｐ２Ｐ 平台的平均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与借
款额度分别为９
．４％、１５
．４个月、３９
．１ 万元， 其中借款平均额度相比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１
．９
万元有所提高，但相比于高速发展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仍然有所下降。

３
 银行仍然是主要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提供机构
根据上述分析，除银行外， 主要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 如持牌消金公司、 网络
小贷公司、Ｐ２Ｐ 平台在２０１７年总的贷款余额约为１７０００① 亿元左右， 那么银行的互联
２３＋３０００＋１０４１７＝１７４１０，这其中包含了持牌消金公司、Ｐ２Ｐ 平台、网络小贷公司的全部贷款，事
① ３７
实上是多记了互联网消费金融贷款，因为消金公司、Ｐ２Ｐ 有线下贷款，Ｐ２Ｐ、网络小贷有非个人贷款等。此处为
了方便对银行互联网消费金融贷款规模进行保守估算，因此高估了这些机构的相应余额。

１６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图１
１３ 犘２犘 平台借款的平均利率、借款期限、金额

网消费金融贷款规模保守估计约为 ２６０００① 亿元左右， 银行仍是主要的互联网消费金
融服务提供商。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整顿
２０１７年底以来，随着互联网贷款风险的不断爆发，监管层出于防范风险与社会稳
定的考虑，对互联网贷款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与治理，并在２０１９年对各类机构的基本
发展方向给出比较清晰的界定。

１
犘２犘平台清退或转型
在经过了２０１７年底开始的 “严监管” 之后，Ｐ２Ｐ 网贷监管的主要方向逐渐明晰，
分类处置也在加速推进，核心均是为了行业风险出清。 一方面， 退出是主基调， 一些
省份已明确表示取缔全部 Ｐ２Ｐ 网贷业务。另一方面，可以转型为小贷公司， 但有一定
的资本要求，门槛较高。

２
 互联网小贷公司监管趋于统一
相比 Ｐ２Ｐ 平台，网络小贷公司由于其杠杆倍数较低， 且资产端风险由机构承担，
虽然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监管层对其仍然采取在规范中发展的态度。
相比传统线下小贷公司， 网络小贷公司虽然突破了经营区域、 甚至杠杆倍数的限制，

０１７年底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贷款余额约为４３８４７亿元，减去１７０００亿元，银行体系的网络
① 根据图所示，２
贷款保守规模约为２６０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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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产端风险仍然可控，对 “中小微弱”群体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因此监管层可
能会制定全国统一的规则，在提高进入门槛的同时， 放开经营区域限制并适当放宽杠
杆倍数限制。

３
 持牌消金公司不断增资和提高科技含量
由于对消费金融市场的前景看好， 近年来持牌消金公司不断增资以满足资本管理
要求，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在仅有的正式营业的 ２４ 家消金公司中，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间
增资家数／次数有１５次左右。另外随着零售客群的不断扩大， 各家公司都在积极加大
科技运用的力度。

４
 各类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趋势
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持牌消金公司、 网络小贷公司、Ｐ２Ｐ 平台、 消费分期平
台、信托等机构，在资金、风控能力、 科技能力、 优质客户、 场景等方面都有各自的
优势与不足，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合作开展联合贷款或助贷已经成为近年来消费金融
业务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此种趋势正在重塑机构之间的市场格局， 推动互联网消费
金融的服务形式及产品不断创新， 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面， 推动机构
利润来源的多样化以及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

N"CD#OPQ'RS
互联网保险是随着保险销售渠道的线上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类传统保险公司、
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均通过自身的互联网平台和第三方平台销售渠道推广保险产品，
导致互联网保费收入不断增长。 但同时， 互联网保险并没有像支付、 理财、 小额贷款
等服务出现爆发性增长，互联网保险也并未对保险服务有颠覆性的改造。 专业互联网
保险公司通过对产品设计、获客、理赔等保险全流程的科技改造， 不断提高互联网保
费收入占比。

（一）保险机构跃跃欲试
由图１
．１４① 可以看到，２０１１年以来， 从事互联网保险的保险公司数量持续增长，
由２８家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１７家，占比由 １８％ 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３％， 虽然相比 ２０１６
年的数量及占比略有下降，但总体而言呈现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①

数据来源：Ｗｉ
ｎｄ、中国银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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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４ 互联网保险公司数量

在互联网保险的保费收入方面， 如图 １
．１５① 所示， 互联网保费收入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８８９ 亿元， 占总保费比例由 ０
．２％ 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２％，
随后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５％。

图１
１５ 互联网保费收入情况

（二）互联网保险公司崭露头角
目前中国总共有４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 其相比于传统保险公司的主要优势在

①

数据来源：Ｗｉ
ｎｄ、中国银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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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运用保险科技， 信息透明， 产品设计与理赔体验较好。 虽
然传统的保险业巨头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专业公司保费收入在互联
网保费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由１
．９％增长到１２
．３％，增速较快 （图１
．１６）。

图１
１６ 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

由于保险科技投入较大，加上还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４ 家公司自成立以来， 总
的净利润均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表１
．７）。
表１
７

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的净利润情况

单位：亿元

众安在线

易安财险

泰康在线

安心财险

总利润

２０１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９

－０
．７

－１
．５

２０１７

－１０
．０

０
．１

－２
．９

－３
．０

－１５
．８

２０１８

－１８
．０

－６
．５

－３
．５

－３
．６

－３１
．６

保险科技的前期投入较大， 由于专业公司的规模还不够大， 因此一些固定成本摊
销较大，且渠道费用较高，造成了账面上的亏损。 随着盈利模式的成熟、 科技与政策
的不断催化，专业公司可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保险启蒙产品
中国的保费收入绝对值在 ２０１７ 年就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的 １３５００
亿美元），但保险深度与密度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 均有一定差距。２０１７
年世界平均保险深度为６
．１％，而中国为４
．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国民的保
险意识较为薄弱。２０１８年，随着一款互助类型产品 “相互宝” 的出现，这一现象似乎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相互宝”是由蚂蚁金服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推出的，原先和信美相互合作， 产品名称
为 “相互保”，但由于涉及到合规问题，产品进行改造后变为 “相互宝”。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月，该产品互助用户已经增加到 １
．０１ 亿人， 共帮助成员 １４０００ 余人， 互助金额累
计２１亿元左右。相互宝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被众多人群接受，起到了一定的保险
教育和启蒙的作用。

T"U!,-VWXYZ[\]^G
征信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在企业经营活动、 个人金融交易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近年来，央行、发改委、 地方政府等都分别开展个人、 企业信用信息体系建
设工作。２０１９年７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旨在形成完整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
就零售金融业务而言，目前中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存在着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 百
行征信 （信联）、各个大型平台的内部评分系统并行的现象。 这些信息系统各有优势，
央行征信体系在正规信贷信息方面有优势， 而大型平台在个人的行为信息方面有比较
优势。总体而言，虽然央行征信体系覆盖人群比较广泛及数量相对较多， 但由于我国
有正规机构信贷记录的人数较少， 且在现阶段还没有实现信息充分共享， 信息孤岛、
多头借贷、过度借贷、信息的实时性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第二章

部分需求得到满足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巨大的需求。 中国数字信贷服务的几何级数式增长背
后，一定蕴含着巨大的原来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本章分析中国信贷需求的满足情况和
没有被满足的原因，解释普惠金融如何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获得迅速发展。

!"_`abc_d
要分析金融服务的需求有相当的难度， 尤其是从普惠金融的角度， 在考虑金融服
务的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分析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的金融需求是否被满足。 要判断一个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首先要知道
他是否有需求，然后要知道他是否获得了服务。 本节通过构建普惠金融需求曲线并将
其与实际金融服务曲线进行比较， 更深入地分析哪些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哪些需求没
有得到满足。

（一）需求有大多？
明晰 “有效需求”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需求。 经济学定义的 “有效需
求”由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两个部分组成。 购买意愿表示对于用户来说该服务是具有
使用价值的，强调金融服务对个人和家庭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在投资项目中可以被
理解为利润，即投资回报率等于或超过所支付的利率。 在购买服务时， 客户会将他心
中的价值和价格对比，如果价格低于价值而且这个价格是他可以支付得起的， 客户才
会实际购买服务。
我们常用 “需求曲线”来刻画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需求曲线上的每一个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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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价格和数量，表示客户愿意为购买边际单位数量服务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依照
这个原理，我们同样可以构建 “普惠金融需求曲线”。
普惠金融的需求曲线和常规的曲线不一样。 为了构建 “普惠金融信贷需求曲线 ”，
我们在问卷中加入了这样的问题：“当利率高到什么程度时， 您将不考虑借贷”。 我们
分别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浙江省 （
２０１７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４９５６
元）、兰州市 （
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１３０５ 元 ） 和广西两个困贫县 （
２０１５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９３００ 元） 进行问卷调查掌握的数据进行分析。 图 ２
．１ 是调
查的结果，我们分别进行了指数拟合， 三条拟合曲线代表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条
件下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便于我们更清楚地分析收入、 利率水平和信贷需求之间的
关系。图中纵轴代表利率水平，横轴代表在 １００ 人或家庭当中有多少人或家庭会使用
金融服务。

图２
１ 信贷需求曲线

总体上，随着利率的降低，将有更多的农户愿意借贷， 而且需求曲线越来越趋于
平缓，也就说，农户信贷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逐渐增加。 同时， 需求曲线也清楚
地告诉我们，即使利率为零， 也有一定比例的农户没有借贷意愿。 一般来说， 在高利
率情况下，需求曲线比较直立，也就是需求的弹性系数比较低， 农户的反应相对不敏
感；在低利率情况下，农户反应比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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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对利率的反应不一样。 从整体曲线来看， 广西和兰州的需求曲线相对陡
而直，浙江曲线弯曲度大。或者说， 总体上西部地区对信贷的需求比东部地区少， 而
且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广西曲线比兰州曲线稍微外移， 说明在同等利率水平， 广西
具有借贷意愿的农户比例更高。而在低利息条件下， 浙江地区农户的借贷意愿很快增
加，对利率的敏感度明显大于西部的甘肃和广西。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 也还有 ５％ 的受访者在利率为零
时都不愿意借贷。这个比例在广西贫困县为３４％，在兰州市为４７％。也就是， 这部分
农户不愿意承担任何借贷成本。根据我们现有的调查数据还无法得知这部分农户到底
是没有任何意愿还是支付不起任何利息。 当然， 支付利息的意愿不但与经济发展水平
有关，也可能与文化和教育水平有关。

（二）哪些需求得到了满足？
统计三 地 调 查 样 本 发 现， 浙 江 省 实 际 借 贷 农 户 比 例 为 ２４
．７％， 年 平 均 利 率
６
．１９％；广西实际借贷农户比例为 １２
．１％ （从银行借贷 ）， 平均利率为 ６
．０９％； 兰州
市实际借贷农户比例只有５
．７５％，年平均利率为４
．１６％。与图２
．１比较发现， 实际借
贷农户比例和银行利率与借贷需求曲线有很大的差距。 通过研究， 我们发现了 “平均
利率”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根据需求曲线，在这个利率水平上，借贷户数比例还应更高。在浙江的调研发现，
当利率为 ６
．２％ 时，愿意借贷的农户比例接近 ３
５％。广西的调研数据显示，当利率为
６
．０
９％时，有接近 ２
５％ 的家庭有贷 款 意 愿。 根 据 在 兰 州 的 调 查 数 据， 当利率水平为
４
．１
６％时，愿意贷款的农户比例接近３
０％。这种有借贷意愿也有支付能力、但没有实际借
贷的情况，其背后的原因应该不是 “
贷款贵”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总体供给不足的问题。
将实际信贷曲线和需求曲线 （图 ２
．２、图 ２
．３、图 ２
．４） 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明显
的价格分布扭曲现象： 实际支付高利率的用户比例， 远低于愿意支付高利息的比例；
实际支付低利率的用户比例， 大幅度超过愿意支付低利率户数比例。 浙江、 甘肃、 广
西三个样本都有同样的趋势。也就是说，市场中低利率贷款的供给比较充足， 部分原
本可以支付更高利率的客户，能够从市场上以较低利率获得了信贷服务。 这表明低利
率市场供给过度。
详细观察图２
．２、图２
．３和图２
．４可以发现，甘肃样本以年利率９％为价格分布扭
曲的分界点，浙江和广西是以利率１２％ 为分界线。 特别是浙江和广西，１２％ 似乎是一
个无形的天花板，在它的作用下，分布曲线向右弯曲变形。 结合中国现实利率政策考
虑，这很可能就是利率限制政策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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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 浙江贷款需求和实际使用情况

图２
３ 广西贷款需求和实际使用情况

中国的利率政策有两个方面。 一是利率限制。 长期以来存在这样的理念， 认为向
贫困群体收取较高利率是不道德的， 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降低利率来扶持贫困群体。
所以国家想方设法降低利率，包括进行利率限制和利息补贴。 通常的做法是， 金融机
构向特定群体提供具有扶贫性质的贷款时， 只允许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一定比例
的贷款利息，超过允许的范围是违规的。二是利率补贴。例如，为了２０２０ 年的扶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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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 甘肃贷款需求和实际使用情况

坚目标，中国最近几年为贫困户提供了大量的贴息贷款。 有些地方将其称为 “‘
５３０’
小额贷款计划”，即每一个贫困户可以借贷５万元、三年期限、零利率的贷款， 用于扶
贫开发生产项目。
个人要获得低利息贷款需要获得指标， 因为此类贷款发放方式为限定发放范围、
发放时间、发放总额。在特定行政区域范围且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发放一定额度的低息
贷款，这就是低息贷款供给过度的主要原因。 长期人为造成低息贷款供给过度， 会对
正常贷款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市场竞争程度， 影响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反过来造
成金融市场发育不全，整体供给不足。

（三）哪些人还没有得到金融服务？
从图２
．１的需求曲线和上述分析， 我们也可以看出， 有一部分人对金融服务是有
需求的，但是由于供给的原因没有得到满足； 而另一部分人没有任何贷款意愿。 前者
是被动排斥，后者是自我排斥。自我排斥主要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没有使用金融服务
的意愿。这个群体在需求曲线上表现为极小的需求弹性， 任凭外部条件如何变化在短
期内都不会成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
受到排斥的群体原本有获取服务的意愿， 由于外部原因， 例如利率太高、 手续繁
琐、没有担保抵押等，无法使用正规金融服务。 在没有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时候， 他
们只能使用替代服务，比如向亲友借贷或者转向高利贷。 普惠金融在短期内的目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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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被动排斥的人群包容在金融服务体系内。
解决这两类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办法。对于自我排斥的群体，
主要是解决金融能力的问题， 包括金融素养、 技能、 行为和态度的问题。 这类人最主
要的是缺乏金融素养。在中国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保守的金融意识， 鼓
励储蓄而抵制借贷。尤其是在比较传统的南方， 如果过年没有存款而有欠债， 会被视
为不光彩的事情。借贷常常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一种主动的生产行为， 更不是一种提前
消费的行为。尤其是为了生产和消费需求，如果没有可靠的还款来源， 人们一般不会
借贷。这种比较保守的借贷理念的成因， 可能是人们看到一些由于不能偿还借贷造成
生活上和社会声誉等方面的不良后果的案例， 使他们觉得金融风险是他们能力范围之
外、不可驾驭的事情。对自动排斥群体，需要通过持续的能力建设逐步将他们纳入金
融服务的体系中。

4"_defgabchi
即使是被动排斥的人群，其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不能单纯从供给方来找原因。
金融服务是供需双方自愿的市场行为， 需要将双方放置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 才
能了解为什么部分人被排斥在服务体系之外。 基于这样的分析方法， 我们发现一部分
人的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原因在于：
首先，需求的多样性没有得到满足。 从图 ２
．１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个体愿意支
付的利率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提供的是单一的固定利率的产品， 只有愿意支付
等于或高于这个利率水平的个体才愿意使用贷款。 单一的市场利息增强了利息的排斥
作用。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存在利息光谱单一的问题。
第二，金融需求的时间性和周期性没有得到满足。 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 季节性
非常明显。不违农时要求该播种的时候就应该播种， 贷款需求会随着农时的到来而形
成，随着农时的过去而消失。贷款产品如果和农业生产周期相背离， 实际上是一种无
效供给。
例如，很多水果在种植多年以后才会开花结果， 因此需要连续几年不断的投入，
才进入收获期。这一类生产活动需要周期比较长的贷款产品。 而蔬菜等作物的生产周
期很短，几个月内就有收获，所以需要贷款产品周期也比较短。 如果金融产品周期和
生产周期不一致，客户就很难使用，或者增加了贷款的成本。
例如，某种水果种植后需要 ５ 年连续投入才进入投产期， 假设第一年每亩需要投
入４０００元，第２－５年各需要２０００元抚育管护投入，５ 年共需借贷 １２０００ 元。 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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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从利息支付来说，最经济的方式是按生产周期需要借贷，即第一年借４０００元为期 ５
年的贷款，第二年借２０００为期４年的贷款，第三年借２０００元为期３年的贷款，以此
类推。
在为期１年的贷款产品情况下， 农户可以根据每年的实际需要来借贷。 也就是第
１年借４０００ 元， 第 ２ 年以后每年递增 ２０００ 元， 第 ５ 年要借 １２０００ 元。 假设利率为
６％，５年累计农户需要付的利息总额为 ２４００ 元。 但是， 现实情况是市场虽然有大量
为期一年的贷款产品，由于没有得到金融机构长期提供贷款的保证， 农户依然不敢用
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农户如果在此期间有一年没有贷款申请到贷款， 资金供给中
断，水果种植可能会因为没有后续投资而失败。 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户来说， 他们是不
敢贸然使用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
获得投资保证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借到 １２０００ 元为期 ５ 年的贷款。 实
际上，金融机构也乐于做出这样的贷款安排。 但是这种安排往往也造成了农户实际支
付的利率的增加。假设年利率同样为６％，５年内农户需要支付的利息为 ３６００ 元。 比
上述方案多付了１２００元。如果按实际使用贷款来计算，实际利率达到了９％。这可能
就是所谓的 “贷款贵”的原因。
第三、需求方的相关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除了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同以外， 需求方
还有其他敏感因素。例如，传统金融机构对各种手续要求繁琐、 审批时间太长、 长期
对低收入人群的不信任等，都降低了小微企业主和低收入人群的信贷需求。
第四、供需双方都存在信用缺失。 在讨论信用的时候， 我们往往着重讨论需求方
的信用，较少关注金融机构的信用或责任问题。 需求方的信用问题常常通过担保抵押
和征信来解决。目前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 很多消费信息和个人信息都可以用来进行
信用评级，从而增加信用。但是在实践中金融机构失信问题确实存在。 尤其令中小微
企业主担心的一种情况是，在资金青黄不接的时候， 金融机构要求他们 “还旧贷新 ”，
当他们还清了旧贷款之后，金融机构却迟迟不发放新贷款， 甚至用某种理由拒绝继续
贷款，导致客户资金断链，企业倒闭。
第五、某些政策对金融市场的抑制作用。 图 ２
．２、２
．３、２
．４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
府政策对调控利率的作用。利率控制的主要目的， 是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
利息比较低的贷款。而实际情况是，部分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 实际支付了较低的利
率。利息控制政策对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双方都产生了影响。 在利率限制的政策下，
供给方不能按市场规律提供如图 ２
．１ 所示的包含一系列利率光谱的金融产品， 而必须
在低利率的条件下运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弱，商业可持续性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获得政府扶持的少数金融机构能够持续提供服务， 完全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没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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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农村继续生存发展。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更加单一化， 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都没
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金融环境下， 双方在服务中能够就利率进行谈判的空间很小，
甚至不需要进行利率谈判。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原本愿意出高利率的客户群， 他们往
往是一些优质客户，投资回报更高。因此，利率控制政策的实际受益人主要是那些生
产效益比较高的群体，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低收入群体。 利率控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低
收入人群的信贷问题，反而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正常发育， 导致农村金融供给单一和
短缺，进一步将低收入人群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

B"jkc_dlmnopabc
数字普惠金融的爆发性增长，与它能够满足上述的几个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金融服务光谱。 也许有人认为数字普惠金
融可以提供低利率的贷款，实际上在市场上数字普惠金融并不简单等同于低利率贷款
产品，它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利率光谱的丰富的金融产品。
例如，微信用户可以通过微信 ＡＰＰ 申请微众银行的微粒贷，初次申请微粒贷的日
利率为０
．０５％ （年利率为 １８％）， 而老客户的日利率最低可达到 ０
．０２％ （年利率为
７
．３％）。相比于金融机构，初始的微粒贷利率还是很高的， 只要用户保持良好的还款
习惯，微粒贷会根据个人的还款表现降低利率。
蚂蚁金服信贷产品也有类似的利率规则。 一般人刚开通 “借呗” 时， 获评的额度
并不是太 高， 日 利 率 都 是 ０
．０５％。 对 经 常 使 用 支 付 宝 的 客 户， 借 呗 利 息 会 降 到
０
．０４％。如果用户的芝麻信用在８００分以上并且经常使用支付宝，在初次开通 “借呗”
时，利息可以直接给到０
．０３％。经常使用支付宝进行缴费、消费、支付也会提高自己
的信用。有的用户进行了房子车子认证， 或者是开通了淘宝店铺， 只要坚持诚信， 日
利率可以降为０
．０１５％。
比较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贷款利率分布， 可以发现数字金融为主的小
额贷款对市场的补充作用。图２
．５是我们调查的三省区农村家庭实际支付给银行的贷
款利率的分布图。利率主要分布在６－１１％范围内。图２
．６是我们调查的３９９家小贷公
司提供的贷款 （包括线上贷款），利率主要分布在 ５－２０％ 之间。由此可见， 小额贷款
具有更广泛的利率光谱，同时弥补了传统金融在高利率市场供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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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５ 三省农村贷款利率分布

图２
６ 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分布

第二、通过授信提供一种服务合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基于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对
个人或者小微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提前授信， 信贷服务关系一旦确立， 客户可以随
时借款，随时还款，不需要逐笔申请。 客户可以预知未来可以使用的资本数量， 有利
于规划投资活动。
例如：百度金融审核流程简单， 审批速度快， 申请门槛较低。 百度 “有钱花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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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基础是申请人提交的个人信息， 在审核申请人资质时会查看用户的征信情况。 只
要没有在其他贷款机构有过恶意逾期等不良行为，相对比较容易通过申请。
蚂蚁 “借呗”主要依据芝麻信用分进行授信模式。 芝麻信用主要根据用户的身份
特质、行为偏好、履约能力、人脉关系、 信用历史五个方面打分， 并由系统依据这些
分数对支付宝账户进行多维度的自动综合评估判定，确定用户授信额度。
腾讯 “微粒贷”则采用白名单用户邀请制， 受邀用户可在 “微信钱包 ” 或 “
ＱＱ
钱包”中找到 “微粒贷”，点击即可体验产品。微粒贷不接受用户主动申请， 只对符合
白名单条件的客户主动开通 “微粒贷”。而目前来说，要想成为腾讯白名单用户， 除了
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保持个人信用良好以外， 提高个人活跃度、 多使用腾讯的产品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产品设计比较灵活。 用户可以随借随还、 提前还款不罚息、 利率和信用相
关联。和银行信贷相比，这些政策能够让客户掌握更大的贷款灵活度， 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来使用贷款。而且，贷得越多利率越低。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用户实际承担的
利率与银行贷款利息水平差别不大。这对客户的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在贷款用途上给予客户很大的灵活度。 传统的金融机构对每一笔贷
款的使用都有明确规定，为既定农业生产活动申请到的贷款是不允许挪用到其他项目
上去的。挪用贷款往往被银行视为是一种风险。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研， 小微型企业实
际上具有根深蒂固的家庭经济特征，贷款资金的用途很难限定在某一生产活动。
案例１：某小微企业主，男，陕西省宜君县哭泉镇人，种有 ５０ 多亩核桃， 开有一
个实体小商店，核桃采收季节也收购核桃并在互联网上销售， 有时承包小建筑工程。
可以说，他集小农、个体户、微型电商于一身。
案例２：某小微企业主， 女， 湖南省平江县人， 曾在广东打工， 几年前出于小孩
教育和照顾老人的需要返乡，经营一家小超市， 同时在网上代销某公司产品， 也代销
保险产品。
案例３：某小微企业主，女，陕西省宜君县人，种有 ２０ 亩核桃， 在县城开有一家
五金店，通过手机从西安进货，微信或支付宝支付，不记账，不区分经营和生活开支，
经营的目的是维持生活，不打算扩大经营。 有借贷需求， 但不是为了经营， 而是为了
儿子娶媳妇。
案例４：目前农村家庭 （或家庭农场主 ） 普遍存在即使用和不用化肥农药或商品
饲料这两种生产模式，前者的产品销往市场，后者的产品自己消费。
从这４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微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 是多种经济混
合经营，只要资源、资本和能力允许， 可以以小农、 个体户和微型电商的形式进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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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其次，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混合交叉， 兼顾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的需要。 再次，
各种资源和资本混合使用，不区分哪些是生产支出和哪些是消费支出， 例如车辆和资
金的用途很难区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其借贷行为共同服务于经济活动和家
庭生活，经济利润的实现同时可以改善家庭福祉。
这些特征决定了面向小微企业和家庭的贷款是很难限定特定用途的， 当数字普惠
金融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灵活的贷款时，往往可以激发许多家庭和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

N"qrefopabc_d
普惠金融还没到达到能满足所有需求的程度。在支付领域，由于移动支付的普及，
多数国人已经基本告别了现金支付，只在个别情况下偶尔使用现金。
信贷领域虽然获得很大进步， 但仍然还有巨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中国目前的
政策和社会环境主要是鼓励生产性的信贷服务， 消费信贷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的
作用尚未得到完全承认。即便是在生产性信贷服务方面， 也存在很多没有得到满足的
需求，市场上尚未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信贷服务产品光谱体系， 高利息市场仍然受到
压制。
同时，市场上低利息贷款产品的供应整体上也没有饱和， 数字金融服务对某些弱
势群体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 低利息贷款常常由政府补贴并通过特殊安排提供，
在政策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利息贷款往往容易出现目标群体和用途的偏移。 尤其
是统一用途的低息贷款产品，常常因为不符合弱势人群的实际需要无法惠及部分目标
群体。即便是普惠金融提供的信用贷款， 也需要大数据的支持且对用户的金融能力有
一定的要求，部分弱势群体仍会因为无法满足相关条件而无法借贷。
普惠金融并不仅限于支付和信贷。 数字保险在这几年有所发展， 但还处于萌芽阶
段。目前，数字保险主要作为信贷服务和电子商务的一种补充服务。 广大农村地区需
要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农业保险等， 目前的发展处于滞后状态， 还需要做更进一
步的市场开发。
普惠金融如何服务老年群体是一个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农村老年人，
他们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正规养老保险体系， 只能按月领取数额有限的国家养老补贴，
但是名下也有一些房屋和土地资源。 如何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
活，是摆在普惠金融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也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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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与金融创新有密切关系， 创新依赖于通讯网络、 支付清
算、信用体系等基础设施的有效延伸和扩展。 近年来， 中国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扩大了全国范围内数字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的建设，使普惠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安全、
可信、低成本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 在支付系统建设方面， 中国已形成以中
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的支付体系， 并与银行间支付系统、 银行卡支付系
统、票据支付系统、移动支付清算系统、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共同构成现代化支付清
算网络；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征信系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金融信用基础信息数据
库接入主体日益增多，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更是有效扩展了征信信息的来源和
多样性，小微企业信用档案相继完善，农村信用体系逐步构建， 社会信用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

!"%&YUst[uZ[
支付体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更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
支付体系在覆盖范围、 效率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提高， 有助于普惠金融包容性的发展，
使得长期游离于银行之外的弱势群体得以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享受相应的金融服务。
中国在推动建立全国支付体系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 对于消费者而言， 其有
更广泛的支付产品 （如借记卡、数字支付 ） 可以选择， 同时应用场景日益多样化， 获
取和使用支付产品 （特别是非现金支付工具 ） 的直接和间接成本 （如交通成本 ） 持续
降低。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全国支付系统持续向微型企业 （如个体工商户 ） 和农
村地区拓展，促进了服务这些客群的新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发展， 如依托于交易支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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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使得这些产品和服务更具商业可持续性。 支付、 清算领域对
外开放实质性举措的相继落地，也意味着我国支付产业多层次开放竞争与发展进一步
升级，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

（一）多元化的支付市场格局
目前，我国支付服务市场主体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 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运营机
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等持牌机构、协助拓展业务或提供技术支持的外包服务商和支付
工具或硬件设备生产商以及创新型的金融科技公司 ① （图３
．１）。

图３
１ 中国支付市场服务主体

１
 银行业金融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面向存款人提供账户、 支付工具、 清算及结账服务和支付基
础设施等，其支付清算服务具有基础性、 盈利性、 同质性、 社会性等特征。 从商业银
行的网点和支付基础设施的覆盖度来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我 国 共 有 银 行 机 构 法 人
４５００ 多家，营业网点２２万多个，ＡＴＭ１１０多万台，全年处理 ９６
．３１％ 的非现金支付
业务金额，为４３００多万户企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以及全国适龄人群共开立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１０１
．３亿户，其中，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６１１８
．８７ 万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
①

《中国支付产业年报２０１９》，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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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００
．６８亿户 ①。
２０１８年，我国银行卡发卡量保持强势增长，受理环境持续改善。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量 ７５
．９７ 亿张， 同比增长 １３
．５１％。 其 中， 借 记 卡 在 用 发 卡 量
６９
．１１亿张，同比增长１３
．２％；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量共计 ６
．８６ 亿张， 同比
增长１６
．７３％ （图３
．２）。

图３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中国银行卡发卡总量和增速

２
 非银行支付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主要指获得互联网支付、 移动电话支付、 固定电话支付、 数字电
视支付等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 支付机构经过近十年发展， 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各
类生活场景，受到广大长尾市场客户认可，尤其在移动支付、 银行卡收单和跨境支付
等细分领域，形成了自身优势项目，为我国支付服务创新和普惠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支付机构共开立支付账户 ４６
．１６ 亿户， 其中单位支付账户 １７６１
．３６
万户，个人支付账户４５
．９９亿户。共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７００
．５１亿笔 （图３
．３），比上
年增长４４
．９５％，业务金额５０
．１５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
．４９％，笔均业务金额７１５
．９１
元，日 均 处 理 业 务 １
．９２ 亿 笔， 日 均 处 理 金 额 １３７３
．９７ 亿 元。 处 理 移 动 支 付 业 务
４７２２
．８３ 亿笔，金额１６７
．８９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９７
．３９％和５９
．７３％ ② （图３
．４）。

①

中国支付产业年报２０１９，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编著。

②

数据来源：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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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 国内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 （万亿）

图３
４ 国内支付机构移动电话支付业务规模

３
 基础设施运营机构
货币其它金融交易服务的稳定有赖于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安全、高效地运行。 目前，
我国共有１５家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其中，支付清算系统运营机构 ６ 家， 证
券登记结算系统运营机构４家，中央对手运营机构７家。支付清算系统主要为银行卡、
银行汇票和电子汇兑、跨境支付、网络支付等业务提供清算结算服务。 证券登记结算
系统和中央对手运营机构为金融交易后续处理机构， 主要为金融市场各类产品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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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易提供清算结算服务。

４
 收单外包服务机构
收单外包服务机构主要围绕银行卡收单业务， 为收单机构提供聚合支付服务、 商
户推荐、特约商户巡检和培训、基础维护四类外包服务， 为深化支付业务在各行各业
的渗透发挥出积极作用。

５
 金融科技公司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应用在支付产业的广泛普及，
金融科技对支付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支付产业链上下游各类服务商， 如支付
工具制造商、硬件设备生产商等，提供了很多安全性能高、 使用便捷的支付指令载体
或受理工具，为支付业务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零售支付业务类型和模式不断创新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 我国非现金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
不断丰富，零售支付选择日益多元化， 有效促进了支付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 例如：
二维码支付、微信支付、面部识别支付等各种特色支付服务不断涌现， 业务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零售支付从银行卡支付向无卡支付迁移， 无卡支付中移动支付成为主体业
务类型。
移动支付作为新兴电子支付表现出强大的后发优势， 尤其在消费、 小额转账等零
售支付领域和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展现出明显优势。２０１８ 年支付机构处理的农
村移动支付的笔数、 金额分别占其网络支付的 ９４
．８５％ 和 ９６
．６６％， 几乎实现全移动
化。近年来，支付机构依托对 Ｃ 端客户的网络社交、 电子商务平台和网络跨境支付方
面的多年服务，借力条码支付在线下的快速普及， 获取巨量 Ｃ 端客户， 并因其强大的
客户粘性，成为零售业务中最主要的引流入口。 而移动端支付不断增加的增值服务，
进一步满足了商家对账、营销、库存管理等需求。

案例３
１
扫码支付———为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央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五机构联合
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转向
高质量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 与此同时， 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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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创造了码商诞生的市场环境。 在此背景下， 蚂蚁金服为海量码商提供了一系列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码商指规模庞大的线下小微商户， 依靠移动支付平台的技术支持， 凭借一张 “二
维码”，就可以实现日常经营交易和贷款理财活动。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小微商家发展报告 》
显示码商立足日常消费，尤其是餐馆、 零售、 生鲜行业， 构成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码商经营店铺多是家庭事业，店铺营业时间长。 经营成本高是码商的主要挑
战，其次获取客流难、缺乏经营经验、 资金短缺等问题也比较常见。 码商以初中、 高
中学历背景为主，且大多数异地经营，社会保障较弱。
蚂蚁金服为码商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有效解决上述痛点。 首先， 线下的小微经营者
不用购置扫码枪等机具， 只要一张 “二维码 ” 就可以进行经营过程中的收付款环节。
更重要的是，扫码支付的方式实现了小微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基于码商移动支付场景、
交易数据挖掘和历史商家风险模型等， 蚂蚁金服还可以为小微企业提供营销、 贷款、
理财、保险、赊账进货、经营分析等多维金融科技服务。 例如通过分析数据和管理财
务，蚂蚁金服可以助力小微企业化解经营风险， 优化客群， 帮助小微企业长期成长。
在数字经济时代，扫码支付的创新无疑加大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 有效缓解了小微
企业金融可获得性问题。

支付方式创新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隐患。 相对于零售支付
服务的市场化和高效灵活，面向零售支付的清算服务在运营能力、 创新能力、 业务开
发水平及响应度等方面略显不足，难以及时、 有效地对接并适应前端多层次、 多样化
的业务需求，导致前期支付机构大规模 “直连 ” 银行机构以及银行机构 “反接 ” 支付
机构，支付机构在银行机构多头开户、多头连接， 利用其在各银行机构开立的备付金
账户办理跨行资金清算，变相行使跨行清算职能。 这种 “直连 ” 模式下支付机构跨行
清算属于超范围经营， 且支付机构向银行机构屏蔽相关交易信息， 存在信息不透明、
洗钱等风险隐患。
２０１６年，人民银行指导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支付机构按照 “共建、 共有、 共
享”原则建设非银行支付机构网上支付清算系统。 网联平台一端接支付机构， 一端接
银行，旨在为支付机构提供统一、公共的资金清算服务， 纠正支付机构违规从事跨行
清算业务的行为，改变目前支付机构与银行多头链接开展业务的情况， 支持支付机构
一点接入平台办理，以节约连接成本， 提高清算效率， 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也有利于
监管部门对社会资金流向的实时监测。
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网联平台发挥行业枢纽作用、 联动支付行业各方， 已经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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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持续有效地保障了海量高并发支付交易， 保持平台业务连续性， 保障支付体系平稳
运行。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网联平台累计接入商业银行４２４家、支付机构 １２２ 家， 全年处
理业务１２８３
．８６亿笔，最高并发量 ９
．３ 万笔／秒， 成为全球单日处理业务笔数最多的
金融基础设施。

（三）打通农村地区支付 “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支付产业各方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加大支付服务普惠投入，
切实解决９
．６８亿农村居民、弱势群体和小微商户的现代化支付服务的可获得性， 成为
撬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入口和支点。
在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地区———农村， 电子支付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了金融服务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物理障碍， 提高了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 促
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银行机构的大力支持下，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
盖量、特约商户总量、ＡＴＭ 数量、ＰＯＳ 机具数量、 自助服务终端等创新机具数量均
持续增长。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已接入 ９７
．０５％ 的农村金融机构网
点，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实现对农信社等合作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 农村支付汇路进
一步畅通。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量 １２
．６６ 万个； 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为 １
．３１
个，县均银行网点５６
．４１个，乡均银行网点３
．９５个，村均银行网点０
．２４个 ①。银行机
构累计为农村地区居民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４３
．０５ 亿户 （人均 ４
．４４ 户）， 手机银行
开通率为１５
．５６％；全年为农村地区提供移动支付２７４８
．８３亿笔，金额７４
．４２万亿元。
２０１１年，人民银行印发 《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 》 （银发 ［
２０１１］
１７７号），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在全国范围推广。该服务是指通过银行卡收单机构在
农村乡 （镇）、村的指定合作商户布放受理终端，向借记卡持卡人提供小额取款和余额
查询服务。２０１４年， 人民银行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
见》（银发 【
２０１４】２３５号）， 明确有关机构可以依托服务点进一步办理现金汇款、 转
账汇款、代理缴费。这些业务的开办有效解决了农村尤其是农民的养老保险支取、 汇
款、水电煤气费缴纳不便等问题，使得村民可以享受便捷的基础支付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农村地区拥有助农取款服务点 ８６
．４９ 万个 （其中， 加载电商功能的 ２０
．６１ 万
个），覆盖村级行政区５２
．２ 万个， 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达 ９８
．２３％， 村均拥有量为 １
．６３
个。２０１８年，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点共办理支付业务 （包括取款、 汇款、 代理缴
费，下同）合计４
．６３亿笔、金额３６１８
．６９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表３
．１）。

／ｘ
ｔ
ｔ
．ｇｏ
ｖ
．ｃ
ｎ
ｉ
ｎｗｅ
ｎ／２０１９－０４／０２／
ｃ
ｏｎ
ｔ
ｅ
ｎ
ｔ＿５３７８９３６
．ｈ
ｔｍ
① ｈ
ｐ：／／ｗｗｗ

第三章

表３
１
取款
汇款
代理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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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农村助农取款服务发展情况 ①
笔数 （亿笔）

笔数增长率 （％）

金额 （亿元）

笔均金额 （元）

２
．４９

１０
．５

１２８８
．１８

５１８
．３６

４
．３

２２１５
．０８

１７１６
．０８

１１５
．４３

１３５
．３４

１
．２９
８５２８
．９５

－１６
．２９

与此同时，随着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普及， 农村地区在非现
金支付方面打破专用机具和地域的限制， 只需通过智能手机和微信或支付宝， 就能实
现面对面收款，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农村支付环境。２０１８ 年，非银行支付机构为农村地
区提供网络支付业务共计 ２８９８
．０２ 亿笔、 金额 ７６
．９９ 万亿元， 分别增长 １０４
．４％ 和
７１
．１１％。其中， 互 联 网 支 付 １４９
．１８ 亿 笔、 金 额 ２
．５７ 万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２１
．５６％、
２２
．５７％；移 动 支 付 ２ ７４８
．８３ 亿 笔、 金 额 ７４
．４２ 万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１１２
．２５％、
７３
．４８％，占网络支付份额分别为９４
．８５％、９６
．６６％ （图３
．５）。

图３
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农村地区网络支付业务笔数及金额增长情况 （单位：亿笔，万亿元）。

（四）清算市场逐步对外开放
２０１８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相关实质性举措相继落
地，大力支持支付产业服务主体 “走出去 ” 参与全球竞争、 服务全球市场、 实现全球
发展。中国本土的银行机构、银行卡清算机构和头部支付机构在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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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 通过对内资、 外资同等对待的方式， 我国支付
产业引入市场竞争、境外资本、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优化市场格局，提升服务效率，
进一步激发我国支付清算市场活力，提升我国支付产业发展水平。
就 “走出去”而言，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 银联卡在境外 ５２ 个国家和地区已累计发行
超过１亿张银联卡，其中 “一带一路” 沿线发卡逾 ３０００ 万张； 全球受理网络已延伸
到境外１７４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近 ２６３７ 万家商户、１７０ 万台 ＡＴＭ、２２００ 万台 ＰＯＳ
终端，２０１８年银联卡跨境交易笔数达到 ４
．０９ 亿笔，交易金额达 １
．５９ 万亿元。 支付机
构也加大境外市场拓展力度， 特约商户几乎覆盖所有金砖国家、Ｇ２０ 国家和 “一带一
路”国家。其中，支付宝已覆盖全球５４个国家和地区，还支持在全球 ３５ 个国家和 ８５
个机场退税，在９个国家和地区与合作伙伴一起打造 “本地版支付宝”服务当地用户。
微信跨境支付在超过４９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支持１６种货币的跨境支付交易。
就 “引进来”而言，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美国运通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
司连通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获得人民银行审查通过。 全球跨境支付业
务的重要通信平台 ＳＷＩ
ＦＴ 也正式注册成立中国全资子公司， 将为中国金融市场和中
国用户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本地化服务。

4",-VWXY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普惠金融服务主体 “贷款难 ” 与银行 “难贷款 ” 的主要原因之
一。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和中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主体不稳定性高， 缺乏充分的信用
记录，同时也缺乏足够的抵押品；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业务的金额比较小，传统的信用
调查和事后追偿等方式带来的收益往往难以覆盖成本。因此，信息不对称使得低收入人
群和小微企业面临过高的信贷服务成本。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征信服务平台，加强
政、银、企信用信息共享，可以有效弥补这一市场缺陷，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根据２０１３年颁布的 《征信业管理条例 》 的定义， 征信是指依法收集、 整理、 保
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 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 信用评估、 信
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判断、 控制信用风险， 进行信用管理的活动。 征信体系
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 征信体系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以更低的成
本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征信体系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关于借款主体的信用历史和履约
状况等信息，帮助金融机构筛选优质客户。与传统人工进行尽职调查的措施相比， 征
信体系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汇集更多的信用信息， 促进金融业务的达成， 这对于借贷金
额偏小的普惠金融业务尤为重要。二是通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信誉机制对借款人

第三章

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 ４１

的行为形成约束。已获得贷款的借款人如果不能妥善管理资金并造成违约， 其征信评
分会相应下降，增加其以后获得信贷服务的难度。

（一）征信体系发展现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和机构最多的个人和企业
征信系统，形成了 “政府＋市场”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政府方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主导运营建立的全国统一的 “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 全面接入了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信托公司、财务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
也包括社保、公积金、 环保、 欠税、 民事裁决与执行等公共信息。 而市场方则包括
１２５家企业征信机构、９７家信用评级机构， 以及为满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信息共享需
求成立的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事业单位和唯一的全国性公共征信运营平台， 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专门负责 “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 ” 的管理、 运行， 并负责维护全国统一的征
信系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目前，“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采集 ９
．９ 亿自
然人、２５９１
．８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息， 年度查询量分别达到 １７
．６ 亿次和 １
．１ 亿
次；近一亿小微企业的基本信息已纳入征信系统中， 累计为各类信息使用者提供服务
３
．７亿次，有效化解了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使得民营征信公司能够提供差异化和场景化的征信产
品和服务，有效扩展了征信信息来源，更为准确地刻画征信对象的信用状况， 为更好
地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打下了基础。２０１５年 １ 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 《关于做好个人征
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 》， 通知八家民营征信企业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又下发 《征信机构监管指引 》， 提出了更详细的监管细则。 这八家民营征信公
司根据其大股东的背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平台型的公司， 其中， 腾讯征信依托
腾讯的社交网络平台，芝麻信用依托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 网上购物和支付平台， 前
海征信则是基于平安集团的金融服务平台。 这三家征信公司作为平台型机构， 有海量
的社交和交易数据可以使用，而且自身均带有丰富的金融应用场景， 这是积累信贷数
据和建立征信体系的重要资源。第二类公司 （包括鹏元征信、 中诚信征信和中智诚征
信），其母公司都具有长期从事信用评级和信用服务行业经验，在行业客户和征信评分
技术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最后两家征信公司华道征信和拉卡拉征信， 由数家民营企业
联合出资，也可以借助大股东的资源开展业务。
２０１８年 ２ 月 ２２ 日， 人民银行官网发布的公告信息显示， 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个
人征信业务申请已获央行许可，个人征信牌照有效期为 ３ 年。 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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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的市场化公司， 其主要业务
是在传统金融机构以外的网络借贷等领域开展个人征信活动， 弥补央行征信中心在个
人信用信息领域的欠缺。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百行征信已与 ９７６ 家机构签订了业
务合作和信息共享协议，合作机构涵盖互联网金融、 消费金融、 中小金融和新金融等
４大类１８小类金融机构，与１０５家机构实现信息共享，目前个人征信生产系统采集借
款人数逾６３００万，信贷账户数１亿个。

案例３
２
芝麻信用
２０１５年１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推出个
人征信系统———芝麻信用。芝麻信用在汇聚个人信用信息的基础上， 运用大数据及云
计算技术评价个人信用，通过连接信用卡、消费金融、 租车等多个金融与生活类场景
和各类服务平台，为用户、商户提供信用服务。 芝麻信用的商业运作一方面让用户体
验到信用带来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内容多样、覆盖广泛的信用触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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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信用以商业力量为推动力， 实现 “采信 － 评信 － 用信” 的完整闭路循环。 采
信即是对被征信者信息的采集、汇总。 芝麻信用基于互联网的经济生态和数据信息技
术进行数据采集，对我国传统征信体系形成有效的补充。 我国传统征信以人民银行征
信系统为代表，采集的主要为个人信息和信贷记录， 以及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 社会
保险缴存和发放等公共信息，缺乏在线、 实时交易信息以及可能反映人们信用水平的
其他信息。而芝麻信用拥有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个人与小微企业的交易信息， 有效弥补
了传统征信数据的不足。 同时， 通过积极寻求与公安、 法院、 工商、 海关、 税务等政
府主管部门展开合作的方式，打破了数据孤岛， 将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整合， 形成有
更多维度和更大覆盖面的数据库，为 “评信”和 “用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芝麻信用的评信过程主要基于其构建的信用评分模型来对个人经济信用行为进行
综合评估。模型主要包含五大维度： 信用历史、 履约能力、 行为偏好、 身份特征和人
脉关系，信用评估结果最终以芝麻信用分的形式展现。 芝麻信用评分从低到高划分为
五个信用等级。３５０－５５０分为最低等级， 表示信用状况 “极差”；５５０－６００ 分表示信
用状况 “中等”；６００－６５０ 分表示信用状况 “良好 ”；６５０－７００ 分表示信用状况 “优
秀”；７００－９５０分为最高等级，表示信用状况 “极好”。
用信是征信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主要通过声誉机制来对个人的行为起到约束
作用，使诚信者受到奖励，失信者受到惩罚。芝麻信用的应用场景不仅包括金融领域，
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金融场景中， 蚂蚁金服基于芝麻信用分来匹配其
贷款产品 （花呗、借呗等） 的贷款额度； 在生活场景中， 基于芝麻信用分， 客户可以
享受各类免押金服务，包括免押金入住酒店、 免押金租车、 免押金租房等， 大大提高
了效率，减少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现金压力。

（二）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
２０１５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的通知》（银办发 〔
２０１５〕１０１ 号） 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中小企业和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银发 〔
２０１５〕２８０ 号 ）， 全面推进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２０１５年７ 月 ３０ 日，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 “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的通知》（税总发 ［
２０１５］９６号），建立
了政府、税务部门、金融机构三方联动机制， 开启银税互动模式。 金融机构相继推出
云税贷、税融通等纯信用、线上融资的金融产品， 解决纳税信用较好的企业因抵押资
产不足、贷款手续繁琐等因素而无法获得贷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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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建立企业信息数据库和服务平台， 征集和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
门的中小微企业信息，构建企业评价模型， 客观展示企业信用状况， 为政府部门、 金
融机构、中小微企业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 缓解了数字普惠金融主体间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地方构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的主要措施包括：

１
 构建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各地纷纷形成了 “政府主导、 人行牵头、 各方参与、 服务社会” 的工作机制， 成
立领导小组，出台工作方案、 指导意见等文件， 内容涵盖了组织工作机制、 信用信息
征集与应用、资金与技术支持、 保障措施等方面。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工作措施， 保障
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２
 数据库建设和信用信息整合
数据库建设是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部分和重要环节。 各地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组织科技力量开发系统， 设置了数据征集、 信息共享、 信用评定、 评贷对
接等多个模块，实现信息查询、信用评价、分类统计等多项功能。

３
 开展信用评价和信用培育
各地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等部门联合开展企业信用培育、 守信企业评
选等活动，强化信用评价结果的多领域应用。 一方面， 金融机构依托信用评价结果，
开发满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 针对信用评价结果较好的中小微企业，
在授信额度、利率水平等信贷政策上予以优惠， 提升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满意度。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依托信用评级结果，出台政策激励措施，在评先评优、 招商引资、
基金奖励等方面对守信企业予以支持，增进中小微企业信用意识。

４
 合理利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２０１８年８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落地，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作和指导， 推动地方
政策性担保机构逐步实现规范发展。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主要以再担保业务为主， 适当
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支持各省份开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业务。 再担保业务主要是对
符合条件的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分担， 推动形成 “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辖内融资担保机构 ” 三级机构与银行共同参与的业务联
动和风险分担机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 “三农”
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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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提出，在实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的过程中，要为农户、农场、农民合作社、 休闲农业和农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等农村
社会成员以及相关涉农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夯实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 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主要措施包括三方面：一是健全农村信用信息收集和管理体系； 二是建立
农村地区的信用评价机制， 开展信用村、 信用乡 （镇） 创建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 在
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除了由基层工作人员入村实地收集相关信息 （包括
财产、收入、子女、嗜好等）为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部分农村地区还通过大数据等金
融科技手段，整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财政局、 农业局等多方数据信息， 健全农
户信用征集和评价体系。
三是帮助失信贫困户重新建立信用。 贫困户的贷款违约行为有时可能受到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的影响，从而进入央行征信系统黑名单， 被排斥在金融服务
范围之外。因此，在构建农村信用体系的过程中， 政府也在帮助此类非恶意失信用户
重建信用。以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为例，针对非主观恶意造成征信记录不良、 有生产
经营能力和脱贫致富意愿的贫困户，对其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用于发展生产、 脱
贫致富从而结清欠款，重塑信用。截至２０１７年末， 累计为５
４
２户失信贫困户开展信用
重建，占宜君县失信贫困户的８
１％，预授信２１
６
６万元，实际发放贷款１９
７
４
．９
５万元。

案例３
３
浙江丽水案例 ①
２０１９年元旦前夕，浙江省丽水市发布全国首个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地方标准 《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规范》， 为全面推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打下了基础， 对优化区域信用环
境、促进金融普惠、助推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此标准不仅从农户信用信息采集、 农户信用信息管理和信用农户、 信用村 （社
区）、信用乡 （镇、街道）评定及运用等三大部分，对农户信息采集、 存储、 加工、 查
询、应用等事项，作了全面细致的界定和规范， 还对工作内容和操作要求进行了具体
的设置，共有２５大项若干小项。比如，标准对农户信用信息来源和采集更新方式作出
明确要求，建立了政府、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及农户 “四位一体” 的联动机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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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证农户信息得到及时有效更新。 标准对农户信用信息管理规定得尤其细致。 比
如，明确了丽水市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用户权限分配、 哪些信息需要当事人授权查询、
哪些信息应公开、信息有误如何处理等等，充分尊重农户隐私权、知情权和异议权。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规范 》 还特别强调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的运用， 突出了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原则，如金融机构把信用农户评价结果作为农户信贷准入的重
要参考，并对不同等级的信用农户、信用村 （社区）、信用乡 （镇、街道） 制定差异化
的信贷优惠政策；对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农户实行信用评价一票否决， 不给予贷
款 （授信）或降低贷款 （授信）额度，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等政策扶持。
近年来丽水市建立了全省最全的地方信用数据库———丽水市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了４９万户农户信息联网共享， 评出信用户 ４１
．４ 万， 信用村 （社区）９６２ 个， 信
用乡 （镇、街道）３９个，在支农惠农、助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农
民增收、金融机构增效、政府满意的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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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政策监管对普惠金融发展所起的作用， 要看各种监管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于
金融服务那部分尚未被覆盖的人群。总体来说有两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审慎监
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稳定，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是风险比较高的群体， 金融创新也可
能带来新的风险，所以审慎监管政策对风险控制的严格要求阻碍了金融创新和普惠金
融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审慎监管保持了金融稳定，维持了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
促进了金融服务的繁荣，使更多的人群获得了持续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分析金融监管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困难， 就是很难找到坐标系。 我们
只能观察到某种政策实施以后普惠金融的发展状态， 而无法观察到如果没有采取某种
政策，普惠金融将会是怎么样的发展状态。因此， 无法判断普惠金融的某一种变化与
政策实施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在这里我们只能采用一种推理办法， 就是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具备三个必要条件来
推断其因果关系：一是两个事物都发生了变化， 二是因果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 三是
是否有其他因素在同时发生作用。虽然弄清政策监管环境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具有
相当的难度，我们仍尝试通过回顾两者的发展变化来窥探其中的联系。

!"vwxEyz78{|}
（一）统一监管和服务时期
中国人民银行始建于１９４８年，当时并没有要把它建成央行的打算，而是为了保证
政府运行和国计民生的货币需要。在计划经济时代， 它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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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１９５３ 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
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 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
掌握。总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 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 在国家计划
实施中具有综合反映和货币监督功能。 对国有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季节性贷款和
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
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

（二）监管和服务剥离时期
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
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将它的职责规定为： “研究和拟订金融工作的方
针、政策、法令、基本制度，经批准后组织执行；掌管货币发行，调节市场货币流通；
统一管理人民币存贷利率和汇价；编制国家信贷计划， 集中管理信贷资金； 管理国家
外汇、金银和国家外汇储备、 黄金储备； 代理国家财政金库； 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或
撤并；协调和稽核各金融机构的业务工作；管理金融市场； 代表我国政府从事有关的
”这个文件停止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办理信贷业务， 同时也从
国际金融活动。
法律上明确它独立的执行央行职能。
剥离出来的企业和个人信贷业务， 分别由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
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执行。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与农村居民的
生产生活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持，１９７９年２月国务院发出的 《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的通知》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运行。 恢复后的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由
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其主要任务是： 统一管理支农资金， 集中办理农村信贷， 领导农
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明确作出 “中国农业银行
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决定，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 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剥离开始，
农业银行逐步转型为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２００９年整体改制为股份制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则是为了承担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而于
１９８４年成立的。它本来属于国家专业银行，１９９４ 年以后逐步转型为国有商业银行，
２００５年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

（三）分业监管时期
中国从１９９３年以后才逐步形成新的金融体系， 其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务院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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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央行职责，由银监会、 保监会和证监会进行分业监管的金融
监管体系，也就是所谓的 “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
国务院于１９９３年颁发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调
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并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剥离，由相应的专业
银行开展。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８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
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２００３ 年成立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
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调整为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维
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的主要职责为： 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监
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提出制订和修改的建议。 审批银行
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
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审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 报表， 抄送中国人民银行， 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会同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提出存款类金融机构
紧急风险处置的意见和建议。 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根据国务院授权， 依照法
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维护保险业的合法、 稳健运行。 主要任务是：
拟订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则； 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和业务指导，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维护保险市场
秩序，培育和发展保险市场， 完善保险市场体系， 推进保险改革， 促进保险企业公平
竞争；建立保险业风险的评价与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 促进保险企业稳
健经营与业务的健康发展。
中国证监会成立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基本职能是：建立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
系，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 加强对证券期货业的监管， 强化对证
券期货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期货投
资咨询机构和从事证券期货中介业务的其他机构的监管，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加强对
证券期货市场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 负责组织拟订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 法规
草案，研究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和规章； 制定证券市场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项； 对期货市
场试点工作进行指导、规划和协调；统一监管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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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４月成立的中国银保监会并没有将分业监管的体系彻底打破， 它只是将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 整个监管体系从
“一行三会”变成 “一行两会”。

4"yz~xES
在讨论普惠金融的时候，常常把金融排斥归结于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金融本
身就是嫌贫爱富的，二是因为监管体系重点关注金融稳定性， 忽略了金融的公平性，
监管体系对金融排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 呼吁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来解决
普惠金融的问题。
普惠金融虽然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但是金融排斥确实是一个长期客观存在的事
实。普惠金融强调了主动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愿望， 具有政策引导的意义。 金融排斥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失灵，因此监管部门有责任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一）解决中低收入人群金融问题的政策尝试
如果将 “为了使某一特殊的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而专门实行的金融政策 ” 视为
普惠金融政策，我们可以追溯到很长的历史。虽然 “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在 ２００５ 年由
世界银行提出，２０１０年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类似的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的概念早在中国流行，例如三农金融、小微金融、金融扶贫等。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宋朝政府就实施了名为叫 “青苗法” 的政策， 由政府出资贷
给农户以解决他们生产投入短缺问题。据史料记载，政策实施初期阶段获得良好效果，
受到当时农民的欢迎， 后来由于政治和逐利在内的各种原因， “青苗法 ” 以失败而
告终。

１
 农村信用合作
比较近代的政策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解决农户农业生产的融资问题， 政
府出台政策成立了 “农村信用合作社”。它是在多灾多难和战争刚刚结束的历史背景下
诞生的。最初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金融机构， 是由农民入股、 入股农民民主
管理、主要为入股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 为农业、
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农村信用合作社几经变迁， 已经失去了信用合作的性质， 但是它扎根农村六十多
年，坚持为农村农民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发展成为了当前最有普惠金融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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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最广泛的正规的金融机构。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 （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９年），自我管理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全国各地积极响应，
由农民入股筹集资本金，由社员选举产生管理干部， 为内部社员提高信贷， 帮助社员
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阶段 （
１９５９年－１９８０年）， 基层生产队的金融工具阶段。 在人民公社的体系
下，农村信用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 主要为基层社
队提供金融服务。
第三阶段 （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６年），向银行转型阶段。１９８４ 年， 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农
业银行 《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金融
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 监督下， 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 恢
复和加强农村信用社 “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 此后在
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下，农村信用社在民主管理、 业务经营、 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一些改革，特别是县级联社的设立， 对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内部管理起到了
明显的作用。
第四阶段 （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３ 年）， 乡村银行阶段。 国务院下发了 《国务院关于农村
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 ［
１９９６］３３ 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管理的政
策措施，农村信用社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阶段 （
２００３年以来），新一轮改革。国务院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印发了 《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 》， 新一轮农信社改革正式启动。 方案确定吉林、 山东、 江
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 ８ 个省 （市） 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 参加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在充分总结８ 省 （市 ） 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国务院决定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扩大到另外 ２１ 个省 （区、 市 ）。 国务院印
发的 《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 》 明确了人民银行、 银监
会、省级政府和省级联社在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中的权力和责任。
２００３年农信社改革是农信社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改革，主要围绕产权关系、 管
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展开。改革的目标是更好服务 “三农”、明晰产权、完善机制、 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 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 负责， 同
时明确省级政府对信用社管理的主要职责。 成立省联社作为管理机构， 填补了自农信
社成立以来就没有省级管理机构的空缺。 省联社是由省内县级农信社出资入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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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省政府领导，接受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 省联社不是经营实体， 不从事存贷款
业务，具有行政功能，代理省政府对信用社进行管理、 指导、 协调和服务， 并享有一
定的人事任命和经营管理权。２００７年８月，海南省联社挂牌启动，全国省级联社建立
完成。实践证明，省联社对于顺利推进农信社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效地指导了
省内农信社的正常运行。
二是转换机制。农信社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 各地农
信社的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的农信社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甚至资不抵债， 经营困难。
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要正视历史包袱，通过政府的支持为农信社提供正向激励机制。
改革以来，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减免、 专项票据置换等政策支持， 帮助化解
农信社的历史包袱，使改革后的农信社轻装上阵。
三是明晰产权关系。这是改革的原则之一， 目的是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
善和经营机制转换。将县联社和乡镇农信社两级法人统一为县联社统一法人， 鼓励改
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对以合作金融定位的农信社进行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通过
采用现代银行体制把农信社改造成为强健的农村金融机构。 通过股份制改革， 吸收民
间资本，清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
四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要建成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的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否则就无法在市场中与
其他机构竞争。通过改革， 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 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 自担风
险的市场主体。

２
 “三农”金融服务
“三农”这个词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古代是指居住在平地、 山区、 水泽
三类地区的农民。当代社会所谈的 “三农”概念是指 “农村、农业和农民”， 它于上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被提出来，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 可以说， “三农” 概念的核心
含义没有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是围绕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城乡差别问题，也是贫富差距问题。农村资源有限， 劳
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低，农村劳动力和资本通过劳动力流动和银行系统被工业和商
业等吸走，导致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 “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直将 “三农 ” 问题作为关系国家经济
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历史任务。从上述金融政策的演变来看， 中国历来的金融改革都与
服务三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 解决三农的生产生活金融问题。

第四章

稳定的监管环境 ５３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金融改革的目标是， 建成以农业银行为主导、 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
其他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农村金融体系。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期间， 以农村
信用社改革为重心，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
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在２００４年以后，以金融机构创新为主要手段，逐步实现构建 “广
覆盖、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的目标。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１６年以 “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关于 “三农”
问题的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 “三农”金融的发展：
一是逐渐放宽农村金融的进入门槛，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保证资本金
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 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
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 外资等参股。 大力培育由自然人、 企业法人或
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
二是进一步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 提出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以及通过财税、 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 引导
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
三是重视农村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 先后在浙江丽水市、 广西田东县等地方进行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探索 “三农”金融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小微金融
中国在１９９４年就引进了小额信贷业务，但起初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非政府组
织针对中国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的一种尝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
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并推广小额贷款。到了２００５年，在山西、陕西、 内蒙古、 贵
州和四川五省 （区）开展五省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 要求商业性小额信贷机
构不能吸收存款，只能以自有资金即股东出资进行信贷投放。 最先试点的是山西省平
遥县两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日升隆”和 “晋太源”）。此后，试点的范
围逐步扩大到中西部省份。至此，小额贷款行业商业试点与推广阶段完成。
伴随着２００８年５月银监会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 中国小
额贷款行业进入高速扩张与完善阶段。 该文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了统一
制度安排。从那以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范围迎来了发展高潮， 小额贷款公
司队伍不断壮大。２０１４年开始，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增速开始放缓，贷款余额和就
业人数开始出现零增长甚至下降。
２０１０年，第一家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资质获准，此后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资质
越来越受到青睐。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获客、 风控、 管理等， 成为小额贷款公司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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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 年拥有互联网小额贷款资质的机构数量剧增， 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了现金贷、校园贷等问题。２０１７ 年底，有关部门加强对小额贷款业务的
监管，行业进入到了新的转型探索阶段。

（三）扶贫贷款
扶贫贷款是由国内有关金融机构承担的一项政策性贷款业务，它是我国扶贫开发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形式是扶贫贴息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始于 １９８６ 年， 用于
支持农村贫困户扶贫开发。
２００１年，为落实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扶贫贴息贷款管
理实施办法》正式出台，规定贷款由农业银行发放和管理， 每年的扶贫贴息贷款计划
由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和农业银行确定，层层下达到各地。 政府扶贫部门负责提供
扶贫贷款项目，农业银行在扶贫部门提供的扶贫项目范围内选择贷款项目， 按 ３％ 的
优惠利率发放贴息贷款。优惠利率执行一年， 优惠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之间的利差由
财政贴息，财政部将贴息资金拨付给农业银行总行。
２００６年７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深化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改革的通知 》， 对扶
贫贷款管理运行体制进行改革试点， 将贷款分为到户贷款和项目贷款两类， 改变贴息
办法，下放贴息资金管理权限并扩大承办金融机构范围。 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多、
从业人员多、服务范围和对象广，所以也成为扶贫贷款的主办金融机构。
扶贫小额贷款是为了配合精准扶贫金融，力争于２０２０年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
目标而制定的一项专项金融扶贫政策。它的发放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条件要求为：
（
１）有 Ａ 级以上信用等级。（
２） 有贷款意愿， 家庭成员中最少有 １ 人年龄在 １８ 周岁
（含）到６０周岁 （含）之间 （县农商行的贷款准入年龄最高可放宽至 ６７ 岁 ）、 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 （
３） 有就业创业潜质， 有一定技术素质， 有切实可行的产业项目。
（
４）有较强信用意识，具备还贷能力。 精准扶贫贷款是国家支持贫困户发展的一种措
施，其本质是贷款，与其他的贷款一样， 都是需要偿还的， 但是区别在于精准扶贫贷
款是国家全额贴息贷款，不需要贷款人员承担任何利息支出。 其资金来源是由政府贷
款，之后由当地农户最方便联系的银行发放给农户，一般期限为三年。
扶贫小贷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对贫困户贷款需求的认识不到位， 认为贫困户没有
贷款需求或贷款数量少用途简单， 或者认为贫困户没有信用或还不起贷款， 导致造成
贷款的用途和对象出现偏移。
事实上，认识不到位的根源在于对贫困户的贷款需求缺乏了解。 贫困户对贷款需
求有小额、分散、混合、及时等几个方面特点。 一是受到资源、 劳动力和经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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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贫困户短期内对信贷的需求比较小；二是贫困户分散在边远农村地区， 地理分
布广，交通不便，服务成本高；三是拥有资源种类多规模小的现状决定了混合经营的
生产模式，因此贷款的用途也是混合的；四是生产周期的不同， 要求长短期贷款的配
合。如林果类生产投入的周期比较长，同时，粮农蔬菜的投资周期比较短。 种子化肥、
资料投入、气节性用工等临时性的投资带有气节性，对贷款的及时性要求高。
为了纠正目标偏移的问题，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
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 从
坚持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切实满足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资金需求、 稳妥办理续
贷和展期、妥善应对还款高峰期、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分类处置未直接用于贫
困户发展生产的扶贫小额信贷、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规范健康发展扶贫小额信
贷的具体措施。
扶贫小额贷款应该是一种负责任金融， 既要满足贫困户的实际需求， 又要考虑贫
困户的真实贷款承受能力，防止过度贷款损害家庭金融健康； 既要提供长期生产投资
资金，又要考虑短期生产资金；既要提供用途专一的贷款，又要提供用途灵活的贷款；
从普惠金融发展的层面来说，既要以贷款为主线提供包括保险在内的内容全面的金融
服务，又要着手开展贫困户的金融能力建设。 只有这样， 扶贫小额贷款才能发挥真正
的扶贫作用。

B",-xEyz
中国对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变化基本上是从鼓励到整顿的过程。２０１６ 年之前， 出
台的政策以鼓励为主。由于劣币驱逐良币，局部风险露出端倪。 在保证金融稳定的总
体监管目标的前提下，政府采取了逐步严格的监管措施。 特别是， 今年以来的网络借
贷专项整治，按照政府的说法，存量风险得到很好处置。 大部分网贷机构选择退出或
停业，正在运营的网贷机构已经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一）鼓励数字金融创新
自从２００８年第一家小贷公司获得正式批准以后，市场不断开展关于互联网小贷的
探索，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互联网在金融创新服务可能具有巨大的潜力。２０１３ 年， 十八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要发
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互联网金融”首次进入决策
范畴。２０１４年３月 “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 提出要促进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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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严守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国银监会宣布成立普惠金融局， 并将 Ｐ２Ｐ 网贷纳入普惠金融范畴，
意味着 Ｐ２Ｐ 行业的 “普惠金融”性质已经被监管层认可。
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 ” 行动的指导意见 》， 将 “互
联网＋”普惠金融列为１１项重点行动之一，指明了互联网金融的三大发展方向： 探索
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 积极拓
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首次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并划分互联网金融各业态的监管职能部门。
按照 “鼓励创新、防范风险、 趋利避害、 健康发展” 的总体要求， 提出了一系列鼓励
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的政策措施， 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 产品和服务
创新，鼓励从业机构相互合作， 拓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 坚持简政放权和落实、 完善
财税政策，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按照 “依法监管、 适度监管、
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 的原则， 确立了互联网支付、 网络借贷、 股权众筹
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
要业态的监管职责分工，落实了监管责任，明确了业务边界。
２０１５年８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划
定了 “
２４％”这一民间借贷利率红线， 还进一步明确了 Ｐ２Ｐ 平台的 “媒介身份”。 此
外，还指出 Ｐ２Ｐ 平台作为提供媒介服务的中介平台， 无须履行担保责任， 这被视为
Ｐ２Ｐ 行业去担保化的重要开端。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
对账户进行三类分类监管，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 Ⅰ 类账户； 确认针对网络支付的额度
仅限于账户余额，银行卡网银支付与快捷支付不受新规的影响。
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印发 《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
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市场，积极构建消费金融组织体系、不断推进消费
信贷管理的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另外，加大对新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优化消
费金融的发展环境。

（二）风险专项整治
２０１６年是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的一年， 同时， 校园贷、ｅ租宝、 泛亚等负面事
件的发生，引起政府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担忧， 出于金融属于高风险行业考虑， 政府
开始出台一系列专项整顿政策，开启了至今还在持续的互联网金融整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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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务院出台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 在全国范围
内启动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 为期一年且分为 ４ 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１６
年７月底前完成摸底排查；第二阶段： 集中清理整顿阶段 （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中旬）；第三阶段：督查评估阶段 （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旬前同步完成）；第四阶段：２０１７
年１月底前完成验收和区域报告。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完成总体报告并上报国务院。
２０１６年４月教育部办公厅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 要求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和整
治，防止学生陷入校园贷款陷阱，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２０１６年８月银监会出台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 规范
． 界定了网贷内涵，明确了适用范围及网贷活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业务活动，内容包含：１
动基本原则，重申了从业机构作为信息中介的法律地位；２
． 确立了网贷监管体制， 明
确了网贷监管各相关主体的责任， 促进各方依法履职， 加强沟通、 协作， 形成监管合
力，增强监管效力；３
． 明确了网贷业务规则， 坚持底线思维， 加强事中事后行为监
管；４
． 对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５
． 注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明确对
出借人进行风险揭示及纠纷解决途径等要求，明确出借人应当具备的条件；６
． 强化信
息披露监管，发挥市场自律作用，创造透明、公开、公平的网贷经营环境。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扭转互联网金融某些业态偏离
正确创新方向的局面，遏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案件高发频发势头， 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
意识，建立和完善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特点的监管长效机制， 实现规范与发展并举、
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 切实发挥互联网金融支持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作用。
为了落实上述通知精神，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各有关部委密集出台了相应的整顿方案，
包括工商总局等十七部门印发 《开展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
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保监会印发 《互联网保险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证监会、中央宣传部、中央维稳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 工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 国家网信办、 国
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 《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银监会印发 《
Ｐ２Ｐ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宣传部、中央维稳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
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网信办、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 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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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中央维稳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
房城乡建设部、 工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国家网信办、
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
从事金融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整顿 “现金贷 ” 业务的
通知》，明确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
合并后的融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暂按当地现行比例规定执行， 各地不得进一步放
宽或变相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的比例规定。

（三）监管的结构性放松
经过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清理调整，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慢增长时期。从国家政策发布情
况来看，２０１９年 “严监管”的政策环境中出现了结构性放松的信号，有可能成为数字
普惠金融模式转型的关键时点。这种结构性放松， 不仅与互联网金融整顿、 风险压力
逐步缓解有关，也和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 政府需要保持金融适当增长有关。 紧
缩与放松同时并举，在２０１９年的主要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对互联网金融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使得近十几年发展起来各类小贷公司、
互联网金融和 Ｐ２Ｐ 等非传统金融机构关闭、转型和升级，尤其是 Ｐ２Ｐ 向小贷业务转型
的趋势明显。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Ｐ２Ｐ 网贷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
工作的意见》 （
１７５ 号文）。 明确指出， “除部分严格合规的在营机构外， 其余能退尽
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明确网贷平台应向三大方向转型： 持牌
小贷公司、助贷机构和为金融机构提供 Ｆ
ｉ
ｎ
ｔ
ｅ
ｃ
ｈ支持的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关于印发融
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规定助贷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提供融资担保服
务：未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汽车经销商、汽车销售服务商等机构不得经营汽车消费
贷款担保业务；为各类放贷机构提供客户推介、 信用评估等服务的机构， 未经批准不
得提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这种严监管的标志性结果就是作为网贷先锋之一的陆金所退出 Ｐ２Ｐ 网贷业务。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 日， 陆金所旗下陆金服为配合监管要求， 宣布停止网贷业务并进行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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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对网贷进行严厉监管的同时，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金融科技在传
统银行业务中的应用。
１
． 着手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金融科技
（
Ｆ
ｉ
ｎＴｅ
ｃ
ｈ）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并提出到 ２０２１ 年， 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
发展的 “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协
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２
． 重视区块链开发应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
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 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
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 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
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 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推动区块
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３
．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
奇帆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对于 ＤＣ／ＥＰ 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中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是基
于区块链技术做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 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 即人民银行先把
ＤＣＥＰ 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４
． 推动个人金融信息 （数据） 保护政策出台。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央行向部分银行下
发了 《个人金融信息 （数据）保护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初稿， 待征求意见
结束后将正式对外发布。《办法》重点涉及完善征信机制体制建设，将对金融机构与第
三方之间征信业务活动等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 加大对违规采集、 使用个人征信信息
的惩处力度。
在这种政策形势下， 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子公司速度明显加快。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工商银行通过附属机构设立工银科技有限公司；５ 月 １６ 日，北京银行成立北银金融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６月１３日，中国银行通过附属机构设立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截
至目前，已有兴业银行、 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光大银行、 建设银行、 民生银行、 工
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等１０家商业银行先后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第三，除了继续要求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采取定向降准、 普惠金融考核等
措施，促进传统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和金融消费者。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７ 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
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 措施包括： 加大再贴现对
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小微企业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贴现。 将支小再贷款
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 （含新型互联网银行）。 将单户授信 １０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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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最后，准入政策有所松动。 一方面， 民营银行审批再度 “开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江西裕民银行获得中国银保监会筹建批复，成为江西省第１家、全国第 １８ 家获批
的民营银行。紧接着，９月１７日，上市公司红豆股份、柯利达参与发起的锡商银行再
获银保监会筹建批复。 截至目前， 共有 １９ 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 其中 １７ 家已陆续开
业运营。
另一方面，第一家外资支付机构正式进军中国市场。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国付宝股权变更申请，Ｐａ
ｌ通过旗下美银宝信息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ｙＰａ
收购国付宝７０％的股权，成为国付宝实际控制人，Ｐａ
ｌ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支付服
ｙＰａ
务市场的第一家外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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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金融监管的问题， 舆论常有 “一管就死， 一松就乱” 的说法。 那么， 这
一轮金融监管又将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呢？ 实际上， 过去几年一系列 “去杠杆 ” 措施
的实施，已经对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产生了复杂影响， 并改变着微观
主体的行为方式。对这些措施的效果，民间颇有争议。 这种情况下发力金融监管会不
会对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再添压力，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回顾以上中国金融监管历程，可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政府最初是鼓
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特别是对互联网金融在改革创新中的作用寄予很大的期望。
事实上，以金融科技公司为主要力量的非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改革创新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
也应当承认，互联网金融确实存在某些不良的经营行为， 甚至是违法乱纪行为，
或以数字普惠金融的名义进行金融违法活动的行为， 造成数字金融市场的某些混乱。
网贷 “爆雷”事件、关门 “跑路”事件都给社会和金融业稳定带来较大的冲击， 引起
社会和政府监管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的担忧。
从政府的监管政策来看，政府希望在规范数字金融市场特别是规范由金融科技公
司开展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 也希望数字普惠金融获得稳健的发展。 政府也在
积极引导传统银行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 以便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优质的
合适的金融服务。我们相信经过这一轮的整顿， 数字普惠金融将进入一个结构性的调
整时期，同时也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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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发展无疑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内容， 尤其是云技术、 大数据、 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为金融服务提供了低成本、 效率高、 服务快捷的方案。 当然，
宽松的数据收集环境也给金融科技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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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计算与大数据
云计算的目标是对计算资源、 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进行统一的高效管理， 在此基
础上云计算通常有三种服务模式， 分别是：Ｉ
ａ
ａＳ （
Ｉ
ｎ
ｆ
ｒ
ａ
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ｕ
ｒ
ｅ

ａ
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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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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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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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ｆ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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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

ａ

Ｓｅ
ｒ
ｖ
ｉ
ｃ
ｅ）和 Ｓａ
ａ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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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ｔｗａ
ｒ
ｅ

ａ
ｓ

ａ

Ｓｅ
ｒ
ｖ
ｉ
ｃ
ｅ）。 其中在 Ｉ
ａ
ａＳ 层管理的主要
是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同时实现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 它还使用到了虚
拟化技术、调度算法等技术。在 Ｐａ
ａＳ层解决了应用层的弹性问题，提供通用的应用服
务，例如提供应用开发和生产运行环境， 包括操作系统、 开发 ＡＰ
Ｉ、 开发工具、 数据
库、服务和应用部署、资源监控与管理等。 在 ＳＡＡＳ 层提供的是完整的软件服务， 只
需调用相应的服务即可。这也体现了云计算的本质是服务和能力的交付，Ｉ
ａ
ａＳ 是客户
配置和使用基础资源的能力，Ｐａ
ａＳ是客户使用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平台和环境类资源
的能力，Ｓａ
ａＳ是客户使用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应用和服务的能力。
云计算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包括虚拟化技术、 分布式计算等。 其中虚拟化技术具有
兼容性、封装性、隔离性和独立性等特征。虚拟化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资源进行了
“池化”管理，可以最大化地利用资源， 同时将用户需求与物理基础设施的绑定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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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调度算法大大提高了使用各类资源地弹性和灵活性。 分布式计算则是通过将任务
分解与拆分以解决成本、效率和可拓展性之间的平衡， 相较虚拟化技术， 分布式计算
可以理解为解除了用户与大型应用系统或者任务的绑定关系。 现在 ＶＭｗａ
ｒ
ｅ、Ｘｅ
ｎ、
ＫＶＭ 等虚拟化平台通过多年的发展不断成熟， 开源的云平台 Ｏｐｅ
ｎＳ
ｔ
ａ
ｃ
ｋ 也已得到广
泛应用。
大数据平台可以视为云计算 Ｐａ
ａＳ层的一个复杂通用型应用。数据可以分为结构化
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将大量的数据通过清理和处理， 从而得到有用
的 “信息”，将信息进行总结和归纳，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 进而得到 “知识 ”， 再将
得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形成对于实际业务产生促进作用或者决策的 “智慧”。 这个处理
数据的流程就是做大数据分析的基本逻辑思路， 但是数据在整个收集、 传输、 存储、
分析处理、检索与挖掘的过程中用到了基于硬盘的分布式队列、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分布式计算等多种技术。

（二）人工智能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也在不断总结归纳和变化中， 从较初始的解决一些机器
不能胜任的事情，到与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相似的计算机程序， 再到能够自我学习
的计算机程序，甚至是可以感知周围的环境进而做出合理的行为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
按照应用和场景的不断变化，其内容的外延和边界也在不断延伸， 整个发展路径是在
向着实证方向更加深入与细化。
人工智能是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来的综合性技术， 它可以
使用数学单元来模拟神经元，进而将多个神经元组成神经网络以确保任何可能的输入
都有神经网络的输出。每个神经网络的节点均需要计算大量的参数， 同时还需要大量
的数据训练，因此需要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配合。 对于用户来说， 可以直接调用云
计算厂商的服务接口来使用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更像是在 Ｓａ
ａＳ层的应用服务。
从２０１７年 Ｇａ
ｒ
ｔ
ｎ
ｅ
ｒ新兴技术成熟曲线 （图５
．１）中人工智能的位置来看 ①，人工智
能中的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已经进入到了期望膨胀期的顶端， 接下来需要在期望膨胀
之后进入到生产成熟期。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阶段， 按照应用范围的不同大致可将
人工智能分为专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这三类。 目前人工智能仍
是以专用人工智能为主，以一个或者多个专门的领域和功能作为应用的主要内容， 但
是人工智能伴随着计算机科学、 统计学、 生物学、 仿生学、 自动化、 心理学等多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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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发展，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它会将人类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图５
１ 犌犪
狉
狋
狀
犲
狉新兴技术成熟曲线

（三）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是一种将数据区块以时间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 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不
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数据库， 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技术， 或者是去
中心化的数据库。区块链从使用范围可分为公有链、 私有链和联盟链。 它有三个核心
的技术即分布式存储、密码学和共识机制。 分布式存储保证了区块链中的账本采用分
布式的核算和存储，可由多节点共同维护， 且其中的数据对于任何一给定节点均可查
询。密码学和共识机制保证了区块链的安全性， 加入区块链中的数据必须通过加密算
法同时验证各节点的计算结果相同， 才允许加入区块链， 如果某节点的运算结果不匹
配，也会被其他节点纠正，这也就保证所有节点安全一致性。 而要想篡改整个区块链
难度也较大，需要拥有至少全网５１％的算力基础，这是由于改变一个区块的数据的同
时，要不断改变与之相匹配的父哈希值， 并保持与整个网络中合法区块链的进度相
同步。
虽然区块链理论上拥有不可篡改、 异构灵活、 配合智能合约可以达到透明可信、
自动执行和强制履约等特点，但是区块链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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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基于以太坊建立的 ＴｈｅＤＡＯ 项目遭遇了黑客攻击 ①， 在这个创造了众筹世界记
录的区块链项目中，黑客利用其智能合约的一个漏洞偷走了 ３６０ 万以太币 （当时市值
约５亿人民币），造成市场大面积被抛压，引发整个区块链产业的危机。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萌奈币 （
Ｍｏｎ
ａ
ｃ
ｏ
ｉ
ｎ）遭受了扣块攻击 （
Ｂ
ｌ
ｏ
ｃ
ｋｗｉ
ｔ
ｈｈｏ
ｌ
ｄ
ｉ
ｎｇＡｔ
ｔ
ａ
ｃ
ｋ） 或自私挖矿 （
Ｓｅ
ｌ
ｆ

ｉ
ｓ
ｈＭｉ
ｎ
ｉ
ｎｇ）的攻击，海外交易所 Ｌ
ｉ
ｖ
ｅ
ｃ
ｏ
ｉ
ｎ 损失数万美元。 此外， 区块链至今还没有
行业统一的标准，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
ＳＯ）、 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万维网联盟
（Ｗ３Ｃ）等机构纷纷启动了区块链标准化工作。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就筹建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事宜开展
专题研究，工信部将指导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的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
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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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各种科技手段， 均是技术本身发展多年的成果。 但是只有将以上的科
技手段作用工具使用于金融业务中， 进而达到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提升金融服务的
效率、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创新金融产品等作用， 才能将其理解为金融科技
促进金融行业或者普惠金融的发展。本节主要简述在数字支付、 大数据征信、 互联网
理财等各个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中金融科技所发挥的作用。

（一）数字支付服务
支付服务虽然只是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服务之一， 但却是金融科技服务于
普惠金融的重要一环。金融科技带来的数字支付服务有着高效、便捷、易使用等特点。
依托于智能手机和智能终端的大量普及，支付服务可以满足普惠金融高覆盖性的需求。
此外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在不断改善支付服务的业务体验。 通过将多种支付场景进行整
合，除常用消费以外，生活支出、 投资理财等多种支付场景越来越集中， 使得用户对
于数字支付平台有了更强的依赖性。 其次， 技术仍在不断发展， 指纹、 面部识别等人
工智能技术对于支付服务的安全性有更强的保障，ＮＦＣ 技术的广泛使用也使得支付的
方式与场景结合越来越紧密。
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２０１８年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
支付业务约１７５２亿笔，其中网上支付业务 ５７０ 亿笔， 同比增长为 １７％， 移动支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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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超过６０５亿笔，金额超２７７万亿元，同比增长约为６１％和３７％。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生网络支付业务５３０６亿笔，金额２０８万亿元， 同比增长约为 ８５％ 和 ４５％。 由此可
见移动支付业务量已在快速增长，数字支付服务在快速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 ①。
数字支付服务的安全认证会使用到指纹识别或者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而支
付业务的大量数据是由云计算、分布式数据库进行存储， 因此数字支付服务对数据的
存储、传输与交互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 区块链技术也可以促进数
字支付的发展，例如蚂蚁金服之前推出的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
务已在中国香港上线 ②。 港版支付宝的用户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向菲律宾钱包 Ｇｃ
ａ
ｓ
ｈ
汇款。第一笔跨境汇款耗时仅３秒，而在以前这需要１０分钟到几天不等。 在区块链技
术的支持下，跨境汇款从此能做到像本地转账一样， 实时到账、 省钱、 省事、 安全、
透明。

（二）大数据征信服务
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主导力量， 民营第三方机构为补充力
量，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共同推动的格局。 但即使如此， 征信的覆盖程度和信息源
丰富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此大数据技术与征信服务的结合也应运而生。
大数据征信服务在覆盖面和数据来源方面相比原有的征信体系均有较大的提升。
大数据征信机构普遍采用多维度的信息来源， 而不单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获取客户
的信息。按照信息的类型大致可将其分为： 客户的标识信息， 包括姓名、 证件类型和
号码等；信贷信息，包括借贷记录、 信用卡和担保信息等； 履行义务的信息， 包括社
会保险参保缴费信息、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车辆抵押交易信息等；非金融交易信息，
例如生活费用、电信等缴费信息； 公共部门的相关信息， 包括行政处罚信息、 执业资
格信息、法院判决和执行信息、欠税信息等；此外还有大量互联网原始社交和行为数
据，工作经历、社交网络、搜索痕迹、兴趣标签等。
随着大数据征信的发展，征信与场景的结合也越来越密切。 例如在需要押金服务
的场景中，芝麻信用已经开始发挥信用分数的作用， 提供免共享单车押金、 免酒店押
金，甚至可以在办理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签证时免去财务及履约能力证明或可以快
速面签等多种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芝麻信用为用户免押金额累计超 １０００ 亿元 ③，

中国人民银行 《
２０１８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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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猪联合芝麻信用推出的 “信用住”产品已累计帮助２０００万用户节省了１４００万小时
的排队等待时间，免除了３６０亿元的住宿押金。 这种将征信产品与现实场景结合的应
用，不仅丰富了信用类产品的类型，更可以让用户更加重视自身的信用分数， 进而推
进诚信社会建设，提高征信服务的社会价值。
大数据征信服务使用到了多项金融科技技术， 海量的数据存储、 数据分析与计算
需要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同时大量平台之间的信息交互对于信息的传递
和数据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互联网理财服务
传统理财投资产品往往针对富裕人群有一定的门槛和规则， 例如线下风险评估、
Ｔ＋１或 Ｔ＋２赎回等。２０１３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的出现则彻底打破
了这些门槛和规则，实现了理财投资零门槛、零网点、Ｔ＋０赎回、可用于生活消费等
一系列突破。截止到２０１８年末，余额宝规模高达１
．１３万亿元 ①，余额宝的客户达到了
５
．８８亿户，相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
．１４亿户，增幅达到了２４％，其中有１亿以上的客户来
自农村。
互联网理财服务增进了大众对于理财的认识。 高流动性、 操作的便捷性、 用途的
广泛性都使得理财成为了全民参与的金融服务， 这正实现了普惠金融高覆盖性和用户
的可负担性。从金融技术的角度，理财服务主要使用的是支付机构与基金公司的数据
对接，所以更加强调系统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安全性。

（四）融资服务
在普惠金融各产品中，融资服务是最具综合性的服务。 它不仅需要支付系统和征
信业务的支持，还需要机构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合理的利率、 额度等关键因素， 因此完
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是融资服务的核心。 金融科技在这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工具作
用———风险定价。要想给予用户可负担的成本和合理的融资额度， 就需要充分了解用
户信息，测算其还款能力和意愿，了解用户的信用资质， 对其发生违约的概率进行预
测，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这其中使用到的金融科技主要是云计算、 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
在信贷业务的模型中，反欺诈模型、 信用风险模型才是业务的核心。 由于有大量
的信息都可用于正面或侧面描绘用户的行为习惯， 这种多维度的信息就需要人工智能

①

天弘基金余额宝２０１８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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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深度学习、无监督学习等技术的支持，以保证快速发现数据异常， 维护业务稳定
性，因此对数据挖掘有更高的要求。 其中反欺诈模型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技术手
段确认用户、设备和银行卡三者之间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真实关系。 信用风控模型则
是通过多个维度的数据对个人或企业信用情况进行评估以定出合理的价格。 反欺诈模
块也会与信用风控模块相结合，例如在社交关系中如果某用户与黑名单上的用户有密
切联系或与多名黑名单上用户有交叉关系网，那么其信用风险相对较高。
除了贷前和贷中环节需要金融科技的支持， 贷后环节也需要运用到金融科技。 尤
其是在催收环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先将客户进行智能分群， 再利用
催收机器人，在不同的催收环节上使用不同的催收策略和方法。 例如在通知阶段、 催
收阶段和联系人阶段等不同的时期， 可以控制机器人催收的语气是施压还是温和等细
节来进行不同程度的催收，还可以通过客户的反馈对其还款意愿和当前状态进行判断
以动态调整催收策略，甚至可以调整电话拨打的频率和时间段等。 总之， 金融科技的
加入可以提高催收管理的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进而可以处理更多、 更复杂或者账龄
更长的复杂案件 ①。

（五）互联网保险服务
在保险产品方面，通过金融科技技术的运用， 保险公司提升了自身的风险识别、
定价和产品管理能力，降低了投保的门槛，增强了理赔的快捷性和人性化， 进而提高
了保险的可获得性，使投保对象从健康人群扩展到特定人群，甚至覆盖到了小众人群。
大量新的保险产品也层出不穷， 比如银行卡安全险、 家人防骗险、 手机碎屏险等， 都
进一步扩大了保险产品范围的边界， 也使得保险产品更加专业化和定制化， 例如针对
三高和高龄老人都可以投保的防癌医疗险、覆盖全球的出行保险等。２０１８ 年， 互联网
健康保险累计实现规模保费收入 １２２
．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０８
．３％， 从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三年间保费收入增长了１１倍 ②，这足以体现互联网保险行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
对于保障性产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在保险产品定价方面，对于消费者行为习惯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将显
著提升保险精算和产品定价的能力， 使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保险方案成为了主流。 金融
科技改变传统保险对于大量同质风险的聚合方式， 原有的精算假设和概念面临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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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保险产品， 将会更加通俗化、 人性化， 同时产品价格也会更加
亲民。

B"xEcW
综合上节对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的分析， 可以发现整个金融科技在服务普惠金
融的过程中，以支付服务为基础，大数据征信服务作为其他业务的依据和支撑， 信贷
业务作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有效手段， 配合理财和保险服务， 从而为用户提供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由于任何一种金融业务都由多个模块实现， 而不同的业务模块往往会
用到不同的金融科技，所以金融技术与业务往往是交叉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金融科技
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帮助金融服务提供商降低获客成本，提高风控和定价能力，
降低用户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 进而体现了普惠金融高可得性、 可负担、 产品丰富、
商业可持续的特点。

（一）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金融科技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这个成本主要是获客成本和风控成本等
业务成本。其中获客成本的降低途径之一是通过大幅度减少一线服务人员数量， 减少
人员费用的开支。其次是大幅减少了物理网点的租赁及安装费用， 同时也减少了物理
网点相关的日常运营成本。 通过以上对于数字支付、 大数据征信、 互联网理财服务、
融资服务和保险服务的介绍也可发现金融科技可以在这些领域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增强普惠金融的可得性，进而大大降低获客的成本。 而风控的成本主要是通过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大量的数据通过建模进行智能化的风险管理决策， 减少了人力成本
和人为的错误成本。

（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金融科技带来的服务模式的变革可以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全天候为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只需少量甚至不需要人工进行干预， 快速的决策运算结果使得客户可以很快得到
反馈，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同时， 更加便捷的指纹、 面部识别提升了客户身
份识别的效率，提升了客户体验。
此外，金融科技的使用也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效率。 根据中国普惠金融研究
院对中和农信数字化项目的调查发现 （贝多广；李焰； 莫秀根，２０１７）， 有 ８５
．１３％ 的
员工认为数字化以后他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营销；有 ６５
．１％ 的员工认为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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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量由此提升。与此同时８０％以上的受访信贷员认为数字化服务节约了交通工
具的油耗、减少了上门放收款的时间；超过９０％ 的受访信贷员认为数字化服务减少了
其去银行存取款的时间；信贷员同时更为关注现金放收款带来的安全问题，９０％ 以上
信贷员认为集中代付避免了保管大额现金、降低了自己收到假币的风险。

（三）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客户的需求可以被精准地细分和归纳， 进而可以创
造出更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例如智能投顾就是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让原
先对于投资和理财知识匮乏的客户得到适合个人情况的投资组合。 当然， 在做资产配
置组合之前要先了解用户画像和风险偏好。 这其中包括客户的人生阶段、 消费习惯、
信用情况、资产情况、投资偏好、 流动性要求、 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 以此类信息为
基础才能配置出合理的投资组合，达到客户的预期收益， 提高客户满意度。 这要求所
有的投资组合不再是为了某些特定客户而设计， 必须针对每个客户动态制定。 智能投
顾大大降低了投资门槛，进一步扩展投资理财的用户边界， 充分体现了金融科技可以
提供 “千人千面”服务的特点。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行业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提
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由此因而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和门槛，
极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捷性，提升了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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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行业时，商业模式领域的创新同样层出不穷，
在另一个维度改变着普惠金融行业格局。 在本章， 我们着重介绍数字普惠金融商业模
式的三个创新：生活场景化模式、供应链金融模式、助贷业务模式。

!"
随着金融科技日益发展，金融服务的形式也逐渐更加日常场景化， 悄然进入人们
日常生活中。这种生活场景化的趋势使得金融服务与人们日常生活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镶嵌于电子商务场景、社交场景、 出行场景、 政府公共事业场景中的金融服务， 冲击
了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推动了金融结构变革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服务和应用的主体从单一静态的产品转
化为具体场景下的动态方案。这种场景化的金融形式将以往复杂的金融需求变得更加
自然：金融产品与各种生活场景融合，从各类场景入手赋予产品意义， 大大提升了目
标客群的低成本触达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 具有便捷、 透明、 高覆盖能力的生态特点
（闻之，２０１９）。因此，场景化是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经之路。
场景化金融首先离不开 “场景”一词。广泛的场景指可以用来描述实体情况的任
何信息，详细地说就是典型的位置、 人的身份状态、 所处的物理状态和环境 （
Ｄｅ
ｔ
ｙｅ
ａ
ｌ
．，２００１）。因此，场景化金融是用场景的思维去构建金融产品和服务。产品设计的出
发点在于满足生活场景的某项需求，将有相关关系的、 复杂的、 需要风险评估的产品
和服务用场景的简单思路进行呈现，赋予金融新的定义 （彭若弘和孙玮佳，２０１６）。 在
这种模式下，客户不仅是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 更是需求的提出者以及信息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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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的交汇点 （闻之，２０１９）。金融机构需要搭建各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 （例如
吃、穿、住、用、行等）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场景化金融可以借助数据挖掘、 动态识别等技术实现场
景的识别，将拥有相同特征和需求的客户聚集在一起形成社群， 高效而精准地服务客
户需求。这有助于有效提升客户粘性， 实现信息流的场景化、 动态化， 让风险定价变
得更加精确。随着场景化金融的发展，消费、社交、娱乐等场景的边界将会逐渐模糊，
场景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连接的 “泛场景化 ” 将成为常态。 因此， 场景化金融的概念
也将逐渐丰富，演化成一个扩大、多元、融合的动态金融业态。
作为未来数字金融发展的趋势之一， 场景化金融为克服普惠金融的天然困难提供
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互联网平台通过建立一些诸如电子商务平台 （如淘宝
与天猫）或者社交网络平台 （如微信 ） 这样的 “场景 ” 紧紧地黏住数千万甚至上亿的
移动终端；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来自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等的大数据进行分析， 做信用
评估。场景化金融就是这样通过数字技术降低获客与风控的成本， 为金融机构创造增
值空间，大大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的可行性。

生活场景化金融案例一
蚂蚁金服
植根于淘宝的支付宝从一开始就具备自己的应用场景———网络购物。 在引入快捷
支付之前，用户的网购流程必须跳转到电子银行支付， 需要口令卡、Ｕ 盾等工具， 经
过银行的认证后才能转账，过程较为繁琐。 为了让用户在淘宝上的购物支付具有更加
流畅的体验，支付宝引入快捷支付，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支付效率。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
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份额中，支付宝的占比为 ５３
．８％，居全部第三方移动支
付厂商的首位。
然而，支付宝并不仅仅满足于单一场景的 “支付结算服务”，在网购场景中， 消费
贷款、分期付款也是一大需求。 支付宝从这一场景出发， 设计了信用消费贷款产品
“花呗”与 “借呗”。这种小额的金融借贷能够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购物贷款需求， 刺
激了用户的增长和消费，扩大了市场占有率。 支付宝的 “花呗 ” 将金融需求与网购场
景相融合。一方面通过电商平台链接了广大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又通过借款余额收取
利息，通过网购场景将消费者牢牢地纳入蚂蚁金服的体系中。 一定程度上使低收入群
体或收入不稳定群体获得了消费信贷的机会，提高了其生活福祉。
在拥有最大数量的电子商务卖家及其经营数据的基础上， 蚂蚁金融进一步拓展其
金融服务领域，设立网商银行为在线商户提供小额的经营类信用贷款 “网商贷”， 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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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 “村淘”网络发展面向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贷款产品 “旺农贷”。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网商银行累计为１０４２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累计为用户提供资
金１
．８８万亿元。
另外，支付宝还考虑了在网购场景中的退换货的需求， 为用户和商家建立了 “运
费险”，将保险这一金融形式和场景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使得蚂蚁金服的场景化金融
服务不断延伸与完善。

生活场景化金融案例二
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为财付通旗下的支付系统，依托社交平台微信，从２０１３年上线开始， 为
个人用户创造了诸多便民服务和应用场景， 致力于提供安全、 便捷、 专业的在线支付
服务。
微信支付的社交化渗透始于２０１４年春节 “微信红包”的第一次爆发。 微信红包提
炼了亲人、朋友在春节传统节日通过馈赠红包沟通情感、 互祝好运的社交场景， 在微
信这个亚洲最大的移动即时通讯社交平台接入 “微信红包 ”， 通过 “发红包 ”、 “抢红
包”的在线支付和收款功能，迅速地推广了微信支付。２０１４ 年春节期间， 从除夕到初
一有超过５００万用户参与 “微信红包”，收发红包数量达１６００万个。２０１５年春节微信
更是借助春晚平台的高观众量、高参与度， 推广了 “摇一摇 ” 活动， 使得微信红包和
微信支付被千家万户所知，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 在获取用户信任的同时培养了用户
对社交支付的强依赖性。
从 “微信红包”开始，微信支付被迅速普及， 并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活各个场景，
不仅能够实现转账、支付的功能， 更提供了充值、 出行、 交费、 理财等诸多日常生活
中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同时，微信支付不仅为个人用户提供金融服务， 并且为各类企业和小微商户提供
了金融解决方案，将企业、 商品、 门店、 用户通过微信社交平台连接在一起， 让智慧
生活变为现实。微信支付基于具有社交属性的微信平台， 模糊了社交场景与金融、 商
业、消费场景的边界，是场景化金融客观的流量入口。
截至２０１９年中，微信支付已覆盖了 ３４ 个省市、１００ 多个行业， 月活跃用户已经
达到８亿，日均总交易量超过１０亿笔，连接了线上线下５０００万的个体商户与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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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场景化金融案例三
建设银行
场景化金融除了涉及社交、 家庭消费、 娱乐、 文化教育、 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
还表现在政务类、民生类领域场景的应用。通过数字金融场景搭设， 进一步拓展和巩
固政务、民生类领域的代发工资、 财政支付、 缴费等客户群体， 提高业务效率， 简化
业务流程，是政府便民、利民、亲民的金融模式创新之举。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以及建信金科公司研发的 “一部手机办
事通”ＡＰＰ 是 “智慧政务”的体现。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该 ＡＰＰ 累计注册用户 ２１６ 万
人，累计业务办理量超过１４００万件。“一部手机办事通” 的场景化办事模式能够方便
地帮助群众和企业办理各类事项， 聚合百姓生活中紧密联系的事项， 根据前后关系形
成流程，为百姓提供诸如 “我要看病”、“我要补办身份证”、 “我要办社保”、 “我要办
医保”、“我要养老”、“我要申请办户口”、 “我要办税” 等 １４ 个常见场景的业务办理，
服务百姓的需求。“一部手机办事通”从百姓的需求点出发，凝练出常用场景， 使得群
众、企业能够通过手机 “指尖办”就能进行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不仅服务了百姓， 提
高了部门的审批效率，突破了传统办事流程、 制度、 办法和规定的局限性， 更是便民
服务的智慧渠道。
建设银行云南分行和云南省政府的 “智慧政务 ” 场景不仅覆盖了线上的渠道， 也
覆盖了线下渠道，全方位、全区域为老百姓提供了便捷、 高效的政务服务流程。 在线
下，云南省分行的标准版银行智慧柜员机也统一开通了 “智慧政务 ” 功能。 目前， 云
南全辖３１９个网点悉数具备政府便民服务功能， 银行通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 将支付
融入到民生服务场景中，变身成为 “政府便民服务网点”。
场景化金融向政务类、民生类领域的场景拓展，是金融聚焦百姓，纾解民生痛点，
发展普惠金融的体现。建设银行云南分行 “一部手机办事通 ” 从百姓办理政务的场景
切入，以数字科技和金融的手段服务民生，简化流程， 是商业银行便民服务的重大举
措。利用建行的网点和线上技术， 银行网点和手机都成为了可移动的便民服务窗口。
这样，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 为百姓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 银行获得了大量
的非金融数据，有助于后续为这些人提供信贷服务。

4"xE
如果说场景化金融在生活中的体现为在电子商务、 社交平台、 政务民生等生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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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为终端客户即个人消费者嵌入的金融服务， 那么供应链金融也可以理解为嵌入于
生产场景中的金融服务。在生产信贷领域， 供应链金融这一新兴的借贷模式正在逐渐
取代传统借贷模式，更加快捷并高效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优质信贷服务。
供应链金融可以被定义为使用融资和缓解风险的方法来优化对供应链流程和交易
中投入的营运资金和流动性的管理 （世界商业组织国际商会商务部，２０１６）。 它是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有效性的有力手段 （
Ｘｕｅ
ｔａ
ｌ
．，２０１８）。 供应链金融正
在企业的运营与财务领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供应链中实现交易与合作的企业，
借助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与融资提供方 （金融机构 ） 合作， 使用供应链金融工具 （例
如反向保理、动态贴现、库存融资、采购订单融资等手段 ） 筹措资金以支持生产或销
售，改善整体 “产—供—销 ” 供应链的稳定性、 流动性、 财务绩效和风险管理水平。
因而，供应链金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一种基于经营关系、 互助共赢的经济联盟
组织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源于贷方和借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Ｓｏｎｇ，２０１９）。 而供应链
金融的主要机制在于融资过程中整个链条交易数据的信息共享， 借助核心企业的桥梁
作用实现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及金融机构间的信息流动。 这种信息共享机制使
得金融机构能通过供应链金融中的贷方与核心企业的购销行为有效评估企业经营产生
的未来现金流，并以此作为直接还款来源配合短期金融产品和封闭贷款操作进行单笔
或额度授信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６）。这种以业务为核心的信贷模式能够为金
融机构提供中小企业具备还款能力的信息来源和判断依据， 使得贷方能够从这种能力
特质中感知到借贷是可期待的 （Ｍｏ
ｓ
ｓｅ
ｔａ
ｌ
．，２０１５）， 从而有效降低借方和贷方的信息
不对称及风险，大大增加中小企业筹集营运资金的可能性， 企业也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获得融资。在这种意义上，供应链金融具有普惠性的特征。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展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帮助其降低信贷风险。例如生产计划、
库存数据、ＰＯＳ信息、销售预测等贷款企业无法透露给金融机构的信息可以在供应链
中被容易地传递和获取。因此，金融机构在审核中得以有效识别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
评估其还款能力，从而降低风控成本。其次，围绕贸易本身进行的授信业务具有封闭
性、自偿性和连续性 （宋华，２０１５）。其中，封闭性指金融机构通过封闭性贷款操作以
保证贷款的专款专用。自偿性指还款来源于贸易自身产生的现金流。 连续性指同类贸
易行为在上下游企业之间会持续发生。 因此， 以此为基础的授信业务可以反复进行
（胡跃飞，２００７）。第三，实施供应链金融能够实现贷款的规模效应。 供应链金融是依
托核心企业的金融，核心企业对应着一批资金需求微小的中小企业。 借助核心企业在
上下游中的桥梁作用和信号传递， 金融机构可以对贷款的中小企业进行批量授信，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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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金融机构的借贷效率。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为供应链金融发展出了更多价值。 第一， 互联网技术能够使
得供应链的运营和管理更为高效 （宋华，２０１５）。 通过企业或组织间高效率流程的建
立，降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 增强供应链竞争力。 第二， 电子商务也有助于供应链
中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并且使信息更高效地在供应链中传递， 使得企业的市场反应更
加灵敏。这种模式可以减少供应链中由于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逐渐放大的波动，
减缓供应链运行中的 “牛鞭效应”①，从而为广泛开展供应链金融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的供应链金融具有诸多特征。 其一， 数字经济的腾飞让供
应链金融的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数字科技被应用于供应链全流程的高频和多方位监
控，以实现供应链金融的精准放贷、 循环放贷。 其二， 电商平台为供应链提供了更多
应用场景。通过覆盖支付、 信贷、 销售全渠道， 实现供应链金融的打包服务。 其三，
商业银行凭借自身的规模优势进行的互联网平台化供应链金融实践能够有效地对接核
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乃至贫困农户， 以供应链的角度为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提供了新
的解决方案。

供应链金融案例一
京东金融 “数字农贷”
农户、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通常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 无法跨过金融机构信
用审查的高门槛。为了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资金成本， 缩短农户和金融服务间的距
离，京东金融在２０１６年开发了 “数字农贷项目” （下称 “数字农贷”）。 自上线近三年
来，数字农贷与多地 １００ 多家合作社合作， 累计放款约 １０ 亿元， 逾期率和坏账率均
为０。
这种数字农贷模式是全新的微供应链金融模式。 它以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模型和农
民的历史生产数据为基础，贷前预测未来的生产结果并根据预测结果产生信用， 贷中
全程、高频、多方位地监督生产过程。 贷款并不会一次性发放， 而是根据实际生产需
求，为授信主体提供定时、定量、 循环的匹配资金， 投放到生产环节而非农户手中以
减少农户挪用资金的风险， 体现了供应链金融的封闭性、 自偿性和连续性 （宋 华，
２０１５）。在贷后阶段，数字农贷以授信贷款为起点，帮助农户做养殖管理。 此种模式全

①

牛鞭效应指在供应链上需求的微小变化，会从零售商到制造商、供应商逐级放大。这种需求信息的不真

实性逐级放大的波动在图形显示上很像一根甩起的牛鞭，在根部的一端只要有一个轻微的抖动传递到末梢端就会
出现很大的波动，表现在供应链中即越往上游，变化越大，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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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数字化方式跟踪生产过程，结合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技术， 为农户免费提供三流
合一 （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管理系统以改善绩效， 建立起一个更紧凑的现代化
农业产业链体系。

图６
１ 京东金融数字农贷模式

例如，山东某生态农业公司在引入自动化养鸡设备后营运资金出现问题， 遂与数
字农贷项目联系。通过评估企业的养殖水平、 饲料分配、 鸡蛋销售等数据， 数字农贷
同意向该企业放款。贷中阶段，数字农贷团队对该企业的养殖过程进行分解， 精准放
贷，循环放贷。例如：鸡苗刚进栏时需要的饲料远少于成年鸡， 每只鸡每天需要多少
数量的饲料等，利用这些信息对贷款总额进行判断。 此外， 数字农贷不是将资金发放
给企业，而是将饲料总量对应的款项分批次打给饲料厂。鸡苗成长需要更多的饲料时，
拨下的贷款也随之增多， 数字农贷 “定时、 定量、 定点、 定向” 的分段投放模式使得
企业的贷款利率低了许多，并且帮助该生态农业公司提高了蛋鸡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
企业从盈亏平衡开始盈利，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
京东金融的 “数字农贷”模式重点在于 “数字 ” 二字， 利用数字科技催生农业蝶
变。“数字农贷”的 “数字”赋能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京东金融通过历史生产数据
作为基础，预测未来的生产结果并据此授信。 接着， 京东金融借助数字化的农业管理
系统进行生产流程跟踪监测，根据生产各环节的需求量高频、实时、循环， 精准放贷，
对接资金与实际生产需求。最后，在贷后阶段， 数字农贷帮助农户进行数字化养殖管
理，为农户下一个生产周期提供更精准的信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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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案例二
蚂蚁金服 “旺农贷”
旺农贷是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面向农村市场推出的互联网小额贷款产品， 目
的是为农民群体、农业产业和农业地区提供信贷服务。 旺农贷无需抵押物， 针对不同
的贷款需求，可以提供为贷款人员提供高达５０万的信用贷款，并提供多种期限选择和
还款方式。旺农贷包括三大业务模式：数据化平台模式、“线上＋线下”熟人借贷模式
和供应链及产业金融模式。本报告重点探讨其供应链及产业金融模式。
蚂蚁金服的供应链及产业金融模式即 “金融 ＋ 保险 ＋ 电商平台 ＋ 龙头企业 ” 的农
业生产闭环模式。首先，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农产品收购协议， 为中华保险提供数据
及农户管控。其次，中华保险为农户提供信用保证保险。 接着， 网商银行通过旺农贷
产品以龙头企业的支付宝中间账户形式给需要贷款的农户放款。 农户接受的贷款通过
支付宝中间账户代付，在农村淘宝平台上进行农资器具的定向采购， 农村淘宝可以将
农户的采购信息作为溯源同步给龙头企业。 农业生产周期结束后， 龙头企业回购农产
品并通过支付宝账户向网商银行还款， 剩余的利润返还给农户。 龙头企业再通过天猫
等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全流程的贯通。

图６
２ 蚂蚁金服供应链及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图

“农业产业链＋电商平台”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农业价值链的闭环。 旺农
贷从农业的生产场景入手，从农资农具在农村淘宝平台上定向购买， 到生产出的农产
品经龙头企业回购后在天猫等电商平台上销售， 实现农业生产与产前、 产中、 产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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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连接，提供了农业供应链全链条的整体解决方案。 资金完全在蚂蚁金服的体系内
闭环流通，降低了信贷风险。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下， 网商银行能够依托电商平台
对接农户交易数据和销售数据，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降低多
方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扭曲，缓解供应链的牛鞭效应。

供应链金融案例三
农业银行 “农银 犈 管家”
为了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让现代金融服务惠及广大农村和农民， 中国农业银行
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将互联网金融服务 “三农” 作为银行的 “一号工程 ”， 着力打造 “农银
Ｅ 管家”平台。平台旨在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助推农业企业提质增效。
“农银 Ｅ 管家”是农业银行为上下游企业打造的一个统一的平台， 以核心企业为
节点，将上下游中小微客户通过平台联系在一起， 以购、 销、 存为切入点， 对企业的
人、财、物进行全方位管理，集中解决上下游间订单沟通低效、 财务对账繁琐、 支付
方式单一、订购核对不符等现实问题。平台免费使用， 企业不需要自建平台， “拎包”
入驻，帮助生产制造及商贸分销等传统行业完成电商化转型， 顺应了 “互联网 ＋ ” 的
发展趋势。
“农银 Ｅ 管家”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在于与企业 ＥＲＰ 系统的对接服务。 “农银 Ｅ 管
家”团队通过精心选择供应链场景客户，以大银行的优势，对接企业的 ＥＲＰ 系统， 推
进专业市场类定制场景的应用。在此过程中， 农行不仅服务核心企业的财务管理， 并
且积极扶植了大批下游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入驻 “农银 Ｅ 管家” 的扶贫商城进行线上销
售，这使得核心企业与大批下游贫困农户能够匹配、 对接。 同时也链接了上游种养殖
农户和下游经销商，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方案。 这种基于供应链的金融服务能够有效
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以融资服务场景化的形式， 批量地帮扶了贫困农户进行农产
品销售，建立了企业 ＥＲＰ 对接互联网场景精准扶贫的新模式。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
农行江苏省分行有１７
．４万家企业上线 “农银 Ｅ 管家”，交易金额达１７９
．６亿元。
农业银行 “农银 Ｅ 管家”的模式特点在于农业银行利用其大银行的规模优势， 构
建了一个统一的互联网平台供需要金融服务的广大中小微企业使用。 商业银行利用自
身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和资金融通的经验，在对接企业 ＥＲＰ 系统的基础上， 为企业打
造专业定制类场景，同时帮扶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进驻平台成为核心企业
的上下游，打通了整条供应链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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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业务不断下沉的尝试中， 可能会面临客户触及不到位或者征
信信息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助贷业务模式不失为一种有益创新。
以引流获客为特征的狭义助贷，就是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助贷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
类金融机构等资金方，通过商务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由助贷机构提供获客、 初筛
等必要贷前服务，由资金方完成授信审查、 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后发放百分之百的放
贷资金，从而使借贷客户获得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 ①。
这种助贷业务有如下特点。 第一， 是以为普惠金融的长尾客户提供贷款业务为目
的，因而具有普惠性的特征。在客户触达方面，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长期未能完善小
微群体的触达渠道，而助贷机构能够以更立体的角度服务更广泛的客户。 举例来说，
财税服务商、支付机构、融资担保机构等助贷机构与小微群体有着频率更高、 触角更
广的商业交互。金融机构通过与助贷机构的合作， 可以通过提升触达能力， 提高信贷
产品的可得性。
第二，该模式强调助贷机构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例如技术优势、 场景优势、
数据优势、风控优势等，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传统
金融机构的优势是拥有金融牌照与较低的融资成本服务大型企业和优质客户。 其短板
是不善于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 因为开发小额信贷产品的成本过高， 为
提升效率所需的时间和科技成本投入较大。 而助贷机构往往拥有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人
客户的数据积累，并且拥有相对有效的小额贷款风控模型， 可以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
进行初步的客户筛选和评估，进而提升小额信贷业务的工作效率， 解决了小贷业务中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资金方的资产质量。 因此， 助贷业务有效填补了银行业金融
服务未能满足的融资需求的空白领域，承担了金融循环的底层功能。

助贷业务案例
平安普惠和乐信
平安普惠构建了信贷服务聚合平台，一方面，整合了信贷业务链条中获客、 增信、
资金等环节具有优势能力和资源的银行和非银机构，提高信贷服务各环节的单位产能，
降低单一机构服务普惠金融人群所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运营成本， 从而促进金融资源

①

本节内容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发布的 《助贷业务创新与监管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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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末梢人群渗透，增强信贷获得感；另一方面， 金融科技驱动的运营平台实现了机构
间资源的高效部署、协同和匹配，降低了合作成本。 多环节优势资源协同和金融科技
创新双驱动，带来乘数效应，优化信贷供给侧的服务质效，并兼顾商业可持续性。
乐信拥有具备商业优势的 “获客 （乐信平台上的各场景端）———客户初筛 （鹰眼
风控引擎与虫洞系统）———资金方审批和信贷投放” 的助贷业务模式。 助贷业务在其
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总业务量中的占比超过７０％。乐信最大的王牌已然是智能风控、 智能
匹配、智能催收等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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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诸多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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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存在大规模的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在引进数字金融服务之前， 中国长期
实行的国有金融服务体系实际上只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大型经济项目， 客观上抑制了大
规模的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１）中国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长
期以国有经济发展为优先服务对象，忽略民营经济和个人的金融需求；２） 重视生产性
的融资需求，忽略消费性的金融需求；３）政策上一味强调降低利率，而忽视了需求的
多样性和适当高利息服务需求的存在， 导致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 阻碍金融服务的商
业可持续性，最终造成局部金融服务的不足；４）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工业化发展
的金融需要，通过各种市场化的金融改革，鼓励大量农村金融资本向城市流动， 导致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第二，具有比较便利的基础设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快速地改
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政府通过以工代赈、 扶贫、 老区建设等专项支出的方式， 对
落后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改善了包括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 乡村
道路、水电供应、电视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在村村通公路、通水、 通电、 通电视、
通无线电话、通邮政、通互联网光缆等工程的顺利实施的基础上， 村村通电子支付、
村村有电商等数字经济活动变得顺理成章。
第三、中国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兼顾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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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需求，对这些地区实施优惠的金融政策。长期以来， 政府通过对信用合作社的改革
和政策支持维持了信用社的运行，通过信用社和后来成立的邮储银行对农村地区实现
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当然，这个政策在保证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 也可能压抑了
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化的发育，形成对这两家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缺乏竞争。
第四、金融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给予厚望， 在最初时期采取了鼓励的政策， 催生
了大量的数字金融服务企业，加速了数据技术的应用和金融科技的创新。
第五、数字金融技术的进步大幅度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降低了服务成本，
提高了金融服务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小额分散的金融需求的能力。
第六、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的结合催生了多种形式的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大幅度
提高了数字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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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使部分人对它寄予过高的期望， 认为它可以解决普惠金
融的任何问题。而上述一些风险事件的爆发， 也给部分人带来悲观的情绪。 正确认识
数字普惠金融的缺陷可以使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利用数字金融服务。 下面讨论的一些
问题，既是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普遍遇到的问题。
首先，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矛盾。 普惠金融的兴起是对金融服务的历史表现进
行反思的结果。金融的历史很悠久，但是现代金融伴随工业革命而发展， 其主要的功
能是作为资本的中介，对资本进行调节，提高资本的效率。 金融业本身也是一种特殊
的产业，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追求利润的目标要求金
融企业把资本投到回报率最高的领域，尽可能降低成本， 降低风险。 追求利润的目标
使许多银行不断壮大，经历历史检验，持续为产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在提高资本
效率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
但是，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反思金融服务的结果， 不难发现， 金融业这种追求利
润的市场原则始终把一部分人和经济实体排斥在外， 在它的作用下， 资本总是流向富
裕阶层，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 两极分化严重， 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等， 不利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金融的包容性概念，即普惠金融，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国历来重视基础经济实体的金融服务。 回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可以发现
金融业是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的。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 数字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主要涉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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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
平台安全。与传统金融相比，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应用范围更广， 对系统依赖程度
更高，但由于大多数新兴互联网机构运营时间短、 投资规模小， 导致系统稳定性与传
统金融机构相比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信息安全。在大数据时代，客户的个人信息利益价值凸显。 海量数据既是企业和
用户的核心资产，也成为网络攻击瞄准的目标， 以窃取数据为主要目的攻击事件将越
来越频繁。而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方面其数据在真实性和有效性上与其他数据相比更
具价值，另一方面信息安全在整个互联网版图中具有 “洼地效应”，大量用户甚至在多
个网站使用同一账户名和密码，只要其中一家机构 （即使是非金融领域 ） 的客户信息
泄露，势必将引发金融领域信息安全问题。
资金安全。资金安全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一般互联网行业最大的风险差异。 传统金
融机构对资金安全的保障通常依托面对面的人工审核， 以此保证是客户本人并且是按
照客户自主意愿来办理相关业务。 以信用卡的办理和使用为例———在申请办理环节，
业务员必须遵循 “三亲”（亲访、亲签、亲核）原则，即亲访申请人工作单位、 看到申
请人亲自签名、亲自核实申请资料；在刷卡消费环节， 特约商户的营业员也必须按照
信用卡受理相关流程，审核用户在信用卡背面和签购单上的签名， 以确认为持卡人本
人交易。
第三、不恰当的商业模式。数字化带来的创新大多数表现为商业模式的创新。 新
的模式可能给商业带来某些不可预期的变化。 一是， 面对数字化金融这种新的商业模
式，金融机构需要做出新的战略性决策。数字技术和金融需求的多样性， 技术革新的
不断加速，使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产品和金融模式日新月异。 选择不同的金融模
式，对普惠金融和商业可持续性发展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不恰当的战略选择将导致负
面的结果。二是，数字化的商业运作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 数字化金融服务改变了
产品设计、商业流程、经销行为、 管理模式等等， 这种变化有可能提高金融机构的效
率，不恰当的商业运作模式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三是，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能力风
险。传统的金融商业模式依赖人员的经验和技巧， 而数字化金融模式更依赖技术。 例
如智能金融将很多原来由员工进行操作的业务交给了机器， 于是能否掌握可靠的智能
金融技术变得至关重要。不可靠的金融技术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商业运作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流动性、 信用、 利率和合规性等方面的风险。 流
动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无法履行其现金流量义务并破产的风险。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
是客户不能偿还贷款并且没有足够抵押品或者担保机构， 贷款无法收回。 若商业模式
选择不当，将导致一方面资本融资的利率增加， 长期贷款利率被锁定， 另一方面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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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向客户收取的利率，收支不平衡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第四、数据安全。大数据在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 也带
来新的挑战。依托互联网在线提供金融服务， 不仅需要信贷机构具备较强的风险控制
能力，同时基于网络的金融服务对现代信息技术高度依赖， 其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也极
为复杂。此外，依托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还取决于消费者的综合素质， 由此蕴含的风
险也不容忽视。具体说来，金融体系的数据安全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技术开发过程中
由于系统本身的各种潜在问题如系统漏洞、 系统架构以及系统各部分性能兼容性问题
导致的风险，二是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操作应用导致的风险， 三是外部网络攻击导致
的数据泄露风险。
最后，数字鸿沟。数字金融依赖于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等， 服务对象天然地瞄准了
那些可以获得其数据的个体。个人信息比较难以获取的那部分个体， 有可能被排斥在
外，特别是那些不用或是少用互联网、 手机等数字终端的人群， 例如边远地区居民、
老年人和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很可能由于没有数据信息而无法获得金融服务， 而且这
部分人往往也是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人群。
当前信息分别被不同部门收集， 教育部门、 税务部门、 金融机构、 电信、 互联网
企业等各自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 分别储存在不同的系统内， 并没有对信息数据进行
有效整合，每一个部门的信息都不完善，难以对客户进行完整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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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客户为中心。 “以客户为中心 ” 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理念， 它是
“以人为本”理念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具体应用，是普惠金融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 普
惠金融的客户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群体，具有多样的需求， 不能从单一维度去理解， 否
则将导致设计的服务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复杂多样的需求。 因此， 只有围绕客户的特
点和需求，才能设计出低收入客户既可以获得又能使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客户使用
了金融产品和服务才能受益，供方才有利润以维持商业活动。
金融机构采纳 “以客户为中心” 的理念， 可以达到五个方面的目标： 增加客户的
采纳率和使用率；改善市场地位；降低成本以满足特定细分客户群体的需要； 满足客
户保护和监管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分层次的金融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强调为所有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
但不是要求每一个金融机构都要提供全菜谱式服务， 而是根据自身能力对金融需求进
行市场细分，提供符合自身专长的专业服务。 就整个市场来说， 必须允许鼓励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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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数字金融服务存在。
第三、渗透各个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将和各领域的服务密切结合， 融入到各种服
务之中，互相促进，互相依赖。 共享单车是一个现成的案例， 共享单车因为与手机支
付结合，迅速成长为一种非常普及的服务； 手机支付也因为共享单车的使用使人们对
它产生依赖。目前手机支付大有向交通、购物等各种服务渗透的趋势， 也许不久的将
来，会渗透到所有的服务领域。
第四、融入人们生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未来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跨越
几个量级，为金融科技的应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同时， 使用成本的降低将使数字
终端更加普及，增加数字金融的可得性；数字技术更加人性化， 从而帮助改善客户对
数字金融的体验，提高使用率； 个性化的产品设计提高服务的质量。 实际上， 部分数
字金融服务已经嵌入人们的生活，例如线上支付、 手机支付与网购结合， 其使用频率
不断提高。随着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新产品的开发，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将成为人
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五、实现穿透式监管。科学合理的监管将更加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循环。 随着监
管科技的不断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能力不断加强， 大数据技术将得到广泛应
用，监管可以穿透金融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金融监管原则能得到逐步落实， 数字金融
服务市场的发展将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第六、在宏观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其本质功能
是为生产生活服务。在生产方面， 它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使用率和质量， 扩大全
社会的生产规模，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因此增加全社会的生产总量。 从消费金融
的角度，数字普惠金融提供小额便捷的服务将刺激消费需求，拉动宏观经济增长。
第七、成为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数字普惠金融最主要的作用是为用户提供机会
均等的金融服务，谋求将金融服务送达低收入人群，解决中小微经济实体的融资问题。
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均等的机会， 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个发展相对
平衡的、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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