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 年第 5 期
总第 37 期今日新利 37

SINGLEE TODAY



2

CONTENTS 目  录

2017 年第 5 期
总第 37 期

CONTENTS  

投稿联系
lipu@singlee.com.cn

主办：杭州新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71-88480666

传真：0571-89712755

网址：www.singlee.com.cn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紫宣路 158

号西城博司铭座 9 栋 16 层

NEWS05 快 报

POINT08 聚 焦

FORE03 卷首语

拥有时间，即拥有未来
其实每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未来
投资，生物的本能就是这么设定的：他们
生殖，他们都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
这就是在用过去投资未来。

06 Singlee Show Time 
欢迎新伙伴！

09 / 银行理财“穿透式”监管
升级 发展步伐或由快转稳

13 / 防风险  促发展  构筑互联网金融新
常态  

15 / 开放式理财产品走俏              

17 / 从创新到应用试水，金融科技加速
发展

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年中宏观审
慎评估体系（MPA）考核的临近，各家商业银
行对于资金的需求量明显提高，市场资金持续
偏紧。有专家分析称，下半年，银行理财收益
率大概率延续上涨趋势。

目  录



3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止一次，有小孩看到我的身份证，发现上面的出生日期是 6 月 1 日，

就会咯咯咯笑个不停。

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这不是我写本文目的，接下来说正事。

这些傻孩子，6 月 1 日为何成为笑点？我想，他们可能认为这日子只属于孩子，一个成年人，

怎么可能出生在这个日子？

只有人这种动物，才有各种各样关于时间的观念。孩子认为 6 月 1 日与大人们无关，所有

的孩子都该出生在今天，有欢笑，有礼物，大人们应该出生在别的日子。

这当然可笑，可是这说明人类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总在想着如何占有时间， 我们认为有

些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其实你拥有财富，就是拥有时间。                                                                                                               >>

其实你拥有财富，就是拥有时间。

文 / 连岳

FOREWORD 卷首语

拥有时间，即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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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卷首语

>>     你或许不知道，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让我来解释一下：最初，没人有钱，所有

人拥有的，不过是自己的身体，面对未经开发的土地。

水平一般的人，土地的产出只够维持自己生命，一旦无法劳动，即是死亡。

水平高的一小群人，令土地的产出多于自己的消耗，每年可剩下一些，这就是最

早的储蓄，最早的资本，他可以用这些剩余，购买他人的劳动和产出，世界的财富，就

是这么慢慢累积的。财富，等同于累积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并不是比喻，是事实。

人有过去和未来，人只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过去无法改变，未来有太多变化。

人的聪明在于，能用过去交换未来，这种交换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少数把这种交换做大的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

你知道巴菲特吧？他的财富怎么来的？

他做对了两步：

1、拥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替你消除未来的风险，你买保险，未

来出现风险，它赔你，它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这样，成功的保险公司就有了一大笔

保费收入，这笔钱的使用成本很低。

2、他运用自己的判断，挑选出少数在未来很确实的公司，能够长期战胜通胀，几

乎不会被消费者抛弃。使用保险公司的钱购买这些公司。

钱，是过去的积累，善于用它购买未来，造就了巴菲特。

当然，今天的文章不是卖保险，也不是让你成为巴菲特，并不是每人都有他的机

遇和杰出的判断力。

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未来投资，生物的本能就是这

么设定的：他们生殖，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这就是在用过去（父母）投资未

来（孩子）。

所以，孩子就是未来，这句话也不是比喻，是事实。因为孩子，他们才拥有未来

的时间。

每一代的积累，都必然留给孩子，金字塔，大运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即使他

们不在我们的族谱上。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有后代记住的积累吧？

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对你的孩子好一点。不是巴菲特，不是发明家，也可以做得到，

对孩子好，你可以不比他们做得差。



快 报NEWS

SINGLEE  SHOW  TIME  / 新员工介绍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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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E SHOW TIME 员工介绍

小女不才，新疆塔城人士也，姓海，字芳，年方

二九。

吾性温良，亦热情喜乐。静时如处女，动时如脱兔。       

吾爱进取，擅与人合作，乐于实干。奉行集体荣誉至

上。对人对事真诚负责，沟通、协作、创新为吾之所长。

为人诚信热情；勇于挑战自我。惜时如金，无陋习于

常日。  吾志明、意坚，勤于工作。  然吾还须勉。 

大家好，我叫孔燚（yì），来到新利大家庭两个月了，

很开心能和这么多金融领域内的佼佼者共事。

平时我喜欢打篮球和钓鱼，也会有机会就到没去过的

地方走走。站在新利这么好的平台上，开阔了自己的

眼界，让自己更加全面，市场还有很多机会等着我去

发掘 .作为一名市场先锋一定要无所畏惧燃烧自己为

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

最后希望同大家往后携手共进，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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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E SHOW TIME 员工介绍

大家好，我叫余云娟，来自江西九江。是财务部的新

一员，很高兴加入新利这个大家庭，我的兴趣爱好是

唱歌、打羽毛球，在这段时间里给我的感觉是同事们

都非常亲切、友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

挑战，在做好本质工作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

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每天进步一点点！

大家好，我是汪泽峰，来自湖北武汉。

4月 26 日入职到今天已经快两个月了，这短时间与

大家相处的很开心，大家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上都

很互相关照。平时我喜欢唱歌打游戏，每天晚上都会

跑步。在后面的时间里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学到更多东

西，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丰富自己，与公司一起进

步，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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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年中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
核的临近，各家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需求量明显提高，市场资金持续
偏紧。有专家分析称，下半年，银行理财收益率大概率延续上涨趋势。

文 / 赵萌

在市民追捧高收益理财产品之时，监管部门持续关注隐藏在理财产品

背后的风险。5 月份，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

行理财产品穿透登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穿透式”

监管再度升级。

该《通知》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对银行理财影响几何？业内人士对

此分析认为，规范银行理财产品登记，意在落实银行理财业务穿透管理的

要求，利于监管层全面、及时掌握理财资金投向，防范理财业务风险。在

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银行理财业务发展步伐或由快转稳。

强调 “分层登记”原则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尽快完善理财投资业务登记工作制度，

并且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中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登记底

层基础资产和负债信息。值得关注的是，《通知》强调了“分层登记”的原则，

即“登记底层基础资产及负债时必须以整个资产管理计划或协议委外在登

记日期的实际规模为单位，不得少登或按理财资金投资比例拆分登记”。

这意味着，银行在进行理财资产登记时，应先登记理财产品首次投资

的各类资产管理计划和协议委外信息，再登记其持有的所有底层基础资产

和负债信息，不得省略资产管理计划和协议委外而直接登记底层信息。特

别是对于多层嵌套情况，需按照逐层穿透原则登记至最底层基础资产和负

债信息。

今年以来，为打击行业乱象，银监会大幅提高了对商业银行各类业务

的监管要求，以期加强对资产端情况的掌握。                                                        >>

TRENDS 行业新闻

银行理财“穿透式”监管升级——
                                      发展步伐或由快转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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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仅登记底层基础资产，《通知》对分层登记的

强调，反映出监管层对于银行理财穿透监管的决心，特别是对于多层嵌套

情况，资产穿透和覆盖力度进一步加强。

　　目前来看，产品的多层嵌套，尤其是跨监管的产品嵌套透明度较差，

导致监管层对最终投资者和底层资产较难摸清，使得诸多监管规则形同虚

设。有关专家表示，银行理财产品的多层嵌套还会使资金链条拉长，致使

资金成本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集聚。

　　除分层登记原则外，《通知》还对信息报送频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周五前登记资管计划和协议委外截至上周日的底层

资产情况”。相比此前的“月度报送”更为频繁，监管力度趋严。

此外，银行还须于每月前 5 个工作日内登记上月最后一个自然日的底

层资产情况。专家认为，由于穿透登记规则的升级，监管套利将难以为继。

集合类资管产品将受到较大冲击

有专家认为，近几年，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

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理财产品不断涌现，实行穿透式监管对于统一监

管标准、消除监管套利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尤为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银行理财产品

在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百姓理财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产品借助资产

管理通道，层层嵌套，底层基础资产不清晰的情况。这些理财产品往往结

构复杂、透明度较低，一方面，容易引发交叉性金融风险，增加金融体系

的风险隐患；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使资金“脱

实向虚”。《通知》实际上是为落实银行理财业务穿透管理而发布。        >> 

TRENDS 行业新闻



11

 >>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年初，银监会就已关注银行理财

的风险，强调“一一对应”，即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的对应，

要求每个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清理“资金池”模式。

需要关注的是，综合来看，本轮监管升级将使集合类

资管产品和违规加杠杆行为受到较大冲击。集合类资管产品

一般采取资金池的运作模式，且对于底层资产披露要求不严

格，成为很多银行理财资金偏好的投资品种。在新的登记规

则下，若集合资管产品难以做到每周、完整披露资产清单，

则会面临银行赎回压力。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频繁、分层披露资产状况对

定制类产品而言，还存在一定可行性，但对非定制集合类资

管产品来说实施难度较高。

“《通知》要求理财对接的集合式资管产品需披露整

体资产状况而非银行理财对接份额，使得当前较少产品能达

到相关要求，致使这类产品规模或面临大幅下滑的情况。”

在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看来，未来集合式资管产品或需专

门为银行定期提供相关数据来满足报送要求，但这种做法并

非所有集合式资管产品都能达成。

银行理财发展步伐或由快转稳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认为，在监管趋严的

背景下，银行理财业务规模增长或将放缓，尤其是增长较为

迅速的同业理财和城商行理财，预计会明显放缓。未来，理

财产品将更多地投向标准化金融资产，杠杆、投向、期限会

受到更多的监管，产品信息也更加透明。

“银行的成本提升在于复杂的登记规则导致工作量成

倍上升，而监管套利行为也将无法继续。例如，通过规则漏

洞腾挪资金、漏报等。”华宝证券分析师杨宇称，目前，银

行还没有完善的系统可以与受托机构进行对接，来真实、高

频地确认底层资产情况。

业内人士认为，在银行理财的底层负债中，包含着数

量众多、规模甚至达百亿元的券商大集合和一对多信托计划

等，每周披露底层资产工作量巨大，银行可能因此被倒逼提

升自身投研能力和队伍规模，做好自主理财投资运作。

理财专家表示，新的登记规则对银行理财委外业务的

冲击较大，且对中小银行的冲击明显高于大型银行。大型银

行由于主动管理能力较强，投资团队建设更为完善，因此对

于外部机构的需求较小，而中小银行相对较弱的主动管理能

力促使其对委外业务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当委外理财的

监管收紧后，小型银行受到的冲击更大。

此外，这一监管趋势也将对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

非银机构的通道业务、委外业务带来进一步制约。“详细登

记底层资产的要求是为了让理财资金真实地反应实际持有

的底层资产风险。”北京一家中型券商资管负责人坦言，“监

管趋严的确让监管套利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TRENDS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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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金融的代表，其合规、安全发展对

于我国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短短四五年时间内，互联网金融

从无到有，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逐步走向规范，借助于我国

巨大的市场和特有的金融环境，其规模和体量已居于世界前

列。因此，无论是决策层还是行业人士，都认为互联网金融

行业在蓬勃发展和监管收紧两个阶段后，接下来将迎来规范

发展的新常态。

行业发展风险仍存

金融与风险相伴相生，有监管层人士指出，当前经济

金融环境复杂多变，风险专项整治也进入了清理整顿阶段，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突出风险和挑战。

据网贷天眼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4 月底，我国累计

网贷平台数量达 4863 家。从 2014 年到 2016 年 3 年间，每年

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分别为 277 家、1206 家、1850 家，出

现的问题包括提现困难、停业、跑路等。

笔者了解到，在经济压力较大时期，投资者情绪和市

场预期波动增大，资金流的不稳定性提高，使得平台的经营

压力持续增加，很多平台可能会采用项目拆分等方式完成融

资需求，就面临着投资方向和期限错配的风险。同时，由于

高回报率，一旦经营不善或其他突发状况，一定程度上会造

成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链断裂，造成连锁反应，引发资金

风险。

此外，就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而言，互联网金融实名

认证环节相对薄弱，大多采用“非面对面”方式，其支付账

户体系的安全性和风险防控能力与传统银行相比还有待加

强，在开展跨境支付业务之时，也可能为资金安全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地域的限制也客观造成了第三方支付机构

人才储备差距较大，加大了监管难度。有行业人士表示，在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法人虽有资金实力却

无法引进高素质人才，因此人才匮乏与企业发展矛盾日益突

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选择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公司，

并发展成为其日常业务经营的“总部”，但法人还保留在原

地，因而主要业务开展并不在法人所在地，当地监管部门无

法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使日常监管难度加大。

最后，由于 P2P 机构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手段，就互

联网征信而言，也是一个需长期持续积累的过程。另外，互

联网金融平台融资项目的真实性也需核实。当前不乏有部分

平台发布的融资项目并未将资金输送到有融资需求的小微

企业中去，这也和国家发展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初

衷有所背离。

共促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曾撰文指出，面对互

联网金融风险问题，需要汇聚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从业机

构、社会公众的多方力量，共同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系统性

解决方案。

金融科技发展如火如荼，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

网金融企业也要关注流程创新。从国外调研结果来看，改进

支付流程已拥有很高的优先级，短期的改进主要以顺应    >>

2017 年，维护金融安全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主基调。在日前中央
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础。

防风险  促发展  构筑互联网金融新常态
  文 / 于萍   王华章 

TRENDS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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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管要求、提高操作效率、支持前端创新等为主；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

的流程创新，从中长期来看，也可重点关注建立集零售和对公业务于一体

的支付平台、跨区域支付的中心化、数据分析附加服务以及特定产品的标

准化等方面。

实际上，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有

数据显示，我国移动支付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谋求

建立以支付为基础的生态圈。

　　据了解，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从通过扩大规模来获得更大业务收

入开始向通过提升规模来获取更多的客户、掌握更多资金流的方向转变。

在此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强大的集团企业的庞大业务规模和资金

实力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在为其提供支付服务的基础上实现其他增值创新。

同时并购重组的政策红利正在不断释放，实现“1+1>2”的规模效应。

　　此外，加强网络投资者权益保护，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和投资信心也

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李东荣表示，互联网金融基于虚拟网

络平台进行交易，个人信息保护难度加大，缺乏多层次、有针对性的投资

者教育。

　　因而，加强网络投资者的个人隐私保护、防止信息泄露、保障网络投

资者知情权至关重要。一方面，加强网络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

意识和投资知识水平，对那些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的“伪 P2P”要坚决予以

打击和取缔，营造一个让投资者放心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还需对合同

的格式予以规制，细化保护网络投资者权益的条款内容。

TRENDS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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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理财产品走俏

收益率与流动性是理财产品的
两大核心要素。在近期银行理
财收益逆转直上的同时，具有
高流动性优势的开放式理财产
品 也 悄 然 占 据 一 席 之 地。 从
2016 年全年的数据来看，开
放式理财产品的全年累计募集
资金已达 121.1 万亿元，远超
封闭式产品的 46.83 万亿元。

“灵活、便利的开放式理财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投

资者的需求，未来有望成为银行理财业务的主要产品形

式。”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表示。

对产品流动性关注度逐渐上升

开放式产品迎来高速发展期，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理

财市场环境的变化迫使商业银行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了

对于开放式产品的研发。

从银行理财的发展历程来看，2009 年以前，银行理

财产品期限相对较长，1 年期以上的产品较为常见，收

益是各类产品的比拼重点，产品的流动性受重视程度较

低。

从 2009 年开始，银行理财产品受大环境影响开始

逐步提升流动性，尤其是 2011 年，商业银行为了应对

存贷比考核，大量发行 1 个月以下超短期限产品，以达

到调节时点考核指标的目的。此后，受到监管限制，超

短期产品的发行量迅速减少，但银行也加大了 1 至 3 个

月期限产品的发行力度，满足投资者对于流动性的需求。

在此阶段，银行理财产品的流动性虽有明显提升，但仍

以具有封闭期的预期收益型产品为主，超高流动性产品

（开放式产品）仍处于萌芽状态。2012 年至 2013 年，

开放式产品的占比没有明显提升，不足 0.5%。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4 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才

有所改变。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宝宝”类理财产

品对于当时的商业银行造成较大冲击，也让投资者了解

到了产品流动性的便利性及重要性。

“2016 年，开放式理财产品的全年累计募集资金已

达 121.1 万亿元，远超封闭式产品的 46.83 万亿元，显示

出这类产品在市场中有极高的认可度，凸显了此类     >>

文 / 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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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中有极高的认可度，凸显了此类产品的发展前景。”

魏骥遥称。

创新产品填补市场空白

　　专家认为，开放式理财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

求，未来有望成为银行理财业务的主要产品形式。从市场

角度来看，相比封闭式理财产品，开放式理财产品在保障

投资收益的同时还能满足流动性需求，有利于市场资金的

优化配置；从银行角度来看，通过滚动发行，银行可以对

理财产品实行动态管理，能够缓解资产端要求稳定性与资

金端要求流动性的矛盾。

　　在当前市场对于开放式理财产品的认可度日渐高涨后，

如何突出产品特点便成为了行业关注的重点之一。针对这

类高流动性产品，大多数银行主要从投资者更为关心的产

品流动性、收益、风险三个角度进行探索创新，在此过程中，

大型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步伐无疑更快。

　　以华夏银行发行的某款开放式理财产品为例，在流动

性层面，该产品每个开放日均可向投资者开放申购赎回，

且申购资金当日计息（T+0）、赎回资金次工作日（T+1）

到账，保证了投资者资金使用的便利性；在收益层面，该

类产品所设的预期收益率根据投资期限划分多档，各档收

益率随投资期限阶梯式递增，既考虑了投资者短期资金的

流动性要求，又满足了投资者中长期的投资需求。

　　“这种将‘理财收益与理财期限’相结合的收益模式

受到了越来越多银行的认可，有利于吸引投资者资金的长

期留存。”魏骥遥分析称。

净值型产品是未来方向

　　虽然目前开放式理财产品的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需关

注其所面临的挑战。

　　有专家分析称，从发行主体来看，开放式理财产品对

银行的产品定价能力、投研能力、市场推广能力、信息披

露程度等都有较高要求，但多数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较难

满足上述条件。从投资者来看，购买开放式理财产品需要

投资者实时关注产品的净值波动情况，并根据市场和收益

率变化情况调整投资策略，这就要求投资者对理财产品需要

具备一定的认知，然而大多数投资者却缺乏相关意识。因此，

理财产品的转型发展，还需要银行在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的

同时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

　　专家认为，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并非是银行理财产

品形式演变的终点，逐步培养投资者转向净值型产品，使

银行理财真正回归到“代客理财，风险自负”的本质上来，

才是银行理财所期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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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到应用试水
金融科技加速发展 文：庞东梅

最初，科技作为一个工具，极大

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如今，以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每一个技术

新进步几乎同步融入金融领域。在科

技满足金融的需求并解决金融问题的

同时，又进一步推进科技发展、技术

创新。科技与金融正在相互融合、高

度同步，催生了一个新的金融业态，

即金融科技（Fintech）。

金融科技风起云涌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越

来越多的科技在成长壮大的路上，纷

纷与金融衔接。

金融体系对科技公司的成长、发

展、成熟、进步起着密切的作用。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忠民日

前在第一届中国金融科技上海论坛上

表示：“在新科技领域中获得成功，

一定是在金融的视角下，借助中国金

融体系以及全球金融系统，才可以走

在前面。”

资本集聚的力量推动科技创新的

能量，让科技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改变

商业社会和人类社会。所以，科技的

发展必须要借助金融。

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发展增添

了更多的科技色彩。从最初的金融电

子化，到“金融 + 科技”，最终诞生

新的金融物种——金融科技。

正如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会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万建

华所言，传统的金融机构更多的运用

科技，同时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供应链等独立的业务模式、独立的业

务平台纷纷出现，一个业务流程当中

的重要节点被独立、被专业。这些专

业的机构，不是由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服务。

在科技金融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

不仅仅是科技公司，原本立足实业的

各大产业集团都把金融作为一个标配

发展，包括复星集团、绿地集团、万

达集团和海尔集团等为代表，在行业

内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拿绿地

集团来讲，据绿地集团副总裁、绿地

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耿靖介绍，绿地

的优势在于，一是积累了近 350 万户

购买了绿地房的用户，二是线下场景

优势，三是地产的产业带动作用优势，

四是有条件打造平台。据了解，绿 >>

    人工智能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
领域，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无人
驾驶、3D 打印机到阿尔法狗的横
空出世，智能科技在潜移默化地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习惯。
在金融领域，也在进行着一场智能
科技变革——金融科技（Fintech）。
金融科技的属性是为金融业务提供
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目的是用技
术来提升金融效率。摩根大通认为，
金融科技将是中国蓬勃发展的一个
行业。当下金融科技已然成为新风
口，传统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都在
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进行着金融
科技的实验和实践，中国传统金融
业深入转型将全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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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申请了一级牌照，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开通了吉客通这一平台。

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科技金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副

研究员雷曜认为，金融技术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认知客户的能力和非现金的支付水平。

支付方式的改变提升了支付效率，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现金的概念，信用创造的方式也在

发生着变化。未来数字科技的发展，对商业模式、监管和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上都会产

生积极的影响。

区块链应用层面尚在摸索

　　区块链技术或成为科技金融的关键底层基础设施，区块链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不可

篡改性，二是去中心化，可低成本地解决金融活动的信任难题。

　　北京瑞卓喜投创始合伙人兼 CEO 许进认为，互联网解决的是信息传输的问题，而

区块链则是从更深层次上解决价值传输的问题。互联网构建了网络信息高速公路，是一

个基础设施 ; 区块链构建了价值高速公路，可以更快捷、高效、安全的实现价值传输，

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

　　JADEVALUE 董事总经理孙丽华认为，区块链从技术层面来看，真正落到其他商业

领域的应用还在摸索中。

　　与会专家认为，金融科技以数据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影响着我国金融业，而区块链将

有助于构建更加安全、快捷、高效的现代网络金融体系。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及软件学院副院长汪卫从数据服务的角度分析指出，数据分析

和融合的阶段下沉，可以寄托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区块链的平台，能够在

比较安全、有隐私保护的情况下更好地利用数据。                                                                       >>
17



TRENDS 行业新闻

共享单车的启示

　　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互联网作为一个基础设施，推动了我国金融业乃至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如果说互联网的“上

半场”是支付，那么“下半场”是分享。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在论坛上所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互联网‘下

半场’的本质是分享经济。共享单车对 IT 技术的推进，是互联网发展‘下半场’的序曲。”

　　周傲英认为，互联网经济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丝经济，即先聚人气，再有钱赚；第二阶段是智慧经济，由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来提供；第三阶段是分享经济，其要旨是盘活现有的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率。

　　在周傲英看来，互联网为共享经济提供了无限的平台，而在新技术的发展中，需要一个数据管理的机制来支撑共享经济。

区块链的本质是多副本、去中心、不可篡改、共识机制，区块链背后的逻辑和理念就是分享型数据库。分享型数据库的概念是，

支持关键任务应用，支撑分享经济业务模式，本身可以以分享经济的方式予以实现。

　　周傲英说，共享单车的公司本质上就是一个大数据公司，数据作为法律依据用以日常运营和治理，这是共享单车的技

术意义。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需要技术的支撑，需要互联网的支撑。应用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对中国的意义在于，

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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