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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Jean Barthélemy，Eric Mengus，Guillaume Plantin（2020）认为，尽管低利

率放松了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但不一定会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反而，在当前通胀率较

低的背景下，保持央行独立性可能需要用像直升机撒钱那样印制钞票，而不是政府债务

来为公共赤字融资，以防止政府陷入无法控制的支出。 

►Franz Flögel，Marius Beckamp（2019）认为，“真实的”软信息的上下文特定

性和有限的可验证性使其无法通过使用评级系统和其他银行 ICT来加强。尽管金融科技

的评分技术可能会克服第一个限制，但在评分开发过程中，由于操作问题，“真实的”

软信息可能会被系统地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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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临风险的央行独立性：低利率、新风险 

作者：Jean Barthélemy， Eric Mengus， Guillaume Plantin，谭哲勤 编译 

 

导读：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正处于历史低位。本专栏将探讨央行独立性的含义。报

告认为，尽管低利率放松了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但不一定会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反而，

在当前通胀率较低的背景下，保持央行独立性可能需要用像直升机撒钱那样印制钞票，

而不是政府债务来为公共赤字融资，以防止政府陷入无法控制的支出。 

 

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目前处于历史低位，这迫使一些经济学家呼吁增加公共支出。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政府债券在内的无风险实际利率持续下降（Fahri and Go

urio 2019）。因此，各国政府可以以较低的财政成本为新的支出提供资金，也就是说几

乎不需要（如果有的话）增加当前或未来的财政盈余。Blanchard (2019)认为，在这种

情况下，公共支出不仅没有财政成本，而且十分有限地挤出私人投资。一些政策制定者

主张，在这种环境下，财政规则——至少在他们目前的设计下——是“属于另一个世纪

的辩论”。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多种原因，人们认为限制财政政策是重要的，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人认为，为了保证这种独立性，不仅应授予中

央银行一项具体的法规、文书或目标，而且还应确保中央银行能够根据现有的文书实现

其目标。财政政策，特别是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对这一能力的重大威胁，因为它们可能迫

使中央银行将公共债务货币化，并最终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因此，对财政政策的限

制被认为是中央银行独立的必要条件。 

更具体地说，标准的观点是，鉴于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决定的路径，财政当局必须

确保他们仍然有偿付能力——用行话来说，财政政策必须是 Ricardian（Woodford ，2

001）。在欧元区，这采取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形式，其中包括对债务和赤字的上限。 

那么，低利率对央行独立性的影响是什么？能否放弃财政规则，在不放弃央行独立

性的前提下，从当前低支出成本中获益？是否注定要放弃央行的独立性，以对抗低于目

标的通胀？ 

本文从两个方向扩展了母机（workhourse）模型（如 Mundell-Fleming 模型等）来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假设，公共部门有独特的能力为经济提供流动性工具，从而产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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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财政盈余的资源，例如以“低利率”的形式。这可能会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

的相互依赖性，而这些政策源自标准的跨期预算约束。第二，本文不是假设财政和货币

当局无限期地遵守政策规则，而是赋予两个当局目标和工具，并研究它们战略互动的子

博弈完美结果。简单地说，本文对财政和货币当局之间的“懦夫博弈”进行理论分析。 

“懦夫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博弈论模型

中，两名车手沿着一条直线相对而行，相撞前首先转向的一方被认为是“懦夫”，而另

一方则胜出。由于英语中常使用 chicken来形容胆小的人，所以该博弈被称为“the g

ame of chicken”，即懦夫博弈、胆小鬼博弈。懦夫博弈的逻辑是“不要命的最大”，因

为如果两人都拒绝转弯而任由两车相撞，那么最终将会两败俱伤、谁都无法收益。故而

谁坚持直行到最后，而逼迫对方先转弯，谁就是游戏中的赢家。 

r<g放松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 

Sargent and Wallace（1981）之后的标准观点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依存的，

这是“令人不快的算术”。考虑到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给定的财政政策只与当前的一

个价格水平兼容。因此，在 Leeper（1991）之后，要么中央银行不独立，财政当局决

定价格水平（财政主导）；要么财政当局承诺实行李嘉图政策，中央银行独立（货币主

导）。 

私人对公共流动性的需求，推动利率下降，可能改变这一选择（Bassetto and Cu

i ，2019）。更准确地说，在公共部门能够以足够低的利率展期偿还财政上没有负担的

债务的情况下，这一算法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扩大了可以共同实施的一系列财政

和货币政策：目前的几个价格水平与给定的财政盈余路径是一致的。对于每一个可行的

价格水平，存在债务的发行及其翻转与私人部门的流动性需求和政府预算约束相适应。 

重要的是，只有一类公共债务（如央行储备）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展期，即使其他

债务（如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较高，货币计算也会令人满意。在这方面，目前的环境并

不新鲜。 

但是 r<g 可能会危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然而，如此低的利率所带来的额外资源并不一定会增强央行的独立性；相反，它们

可能会危及央行的独立性。在本文的战略分析中表明，最有能力消除私人对公共流动性

需求的当局，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货币部门，都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如果

货币当局先发制人地控制流动性需求，未来将出现财政整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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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当局先发制人，则会出现财政扩张和通货膨胀。 

其机制如下：当货币当局首先满足公众流动性需求时，它以最佳方式选择（通过公

开市场操作）回购遗留公共债务，以在偿还遗留债务和可行税收的日期产生额外资源，

否则目标价格水平将无法实现，央行将不得不让通胀上升。相反，当挥霍无度的财政当

局首先满足公众流动性需求时，它会立即花费流动性需求所产生的额外资源，并发行尽

可能多的债务，以便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不可能兑现未来的公共债务。 

本文明确的战略方针为 Sargent and Wallace（1981）在结束他们令人不快的计算

时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哪个权力机构首先行动，是货币当局还是财政当局？

换句话说，谁对谁施加纪律？”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行动的权威是先发制

人的私人流动性需求。如果财政当局是出售给私营部门的公共债务的主要发行者，它实

际上控制着未来的价格水平。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是主要发行人，那么财政途径就

不能决定价格水平。 

政策含义 

尽管目前低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普遍存在，而且即使这种普遍存在意味着发行政

府债券没有任何财政成本，在“令人愉快的”货币算法下，仍然需要财政要求：财政当

局不能在不损害央行独立性的情况下，自由使用低利率所暗示的额外资源。这一结果适

用于任何类型的政府消费、投资和补贴，它们不会放松政府的跨期预算限制，也就是说，

与未来政府资源净现值的增加无关。 

一个可能的财政要求可能包括对公共债务发行设定上限，即使公共部门能够以看似

非常低的财政成本发行债务。这样的上限如果设计得当，将限制政府吸引私人对公共流

动性需求过多部分的能力，并最终应确保央行的独立性。低利率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如

果有的话，应该仅仅是数量上的。 

如果通胀率低于目标水平，比如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会怎样？第二个政策

含义来自于重新解释一种观点，即财政当局目前的支出使央行在未来更难实现其目标。

假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央行需要承诺未来的价格水平高于其将发现的事后最优水平

（如远期指导）。如果央行收到大量的外汇储备需求，那么它就不会像我们的报告那样，

用收益回购未偿还的债券。取而代之的是，它向财政当局支付一笔特别股息，然后财政

当局将其花掉（“直升机资金”）。这样，中国央行就可以放心地承诺，未来将采取事后

过度宽松的措施，并可能与抑制通胀作斗争。为了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一政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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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财政当局通过发行更多的政府债务和违反财政规则来为赤字融资的政策更可取。事

实上，在这一替代政策下，只要政府偏向于支出，不象我们的报告（否则就不需要独立

的中央银行）那样将未来通胀内化，那么从长远来看，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发行大量债务，

导致通胀超过中央银行的目标。 

 

 

原文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18309 

作者单位：Jean Barthélemy法国银行， Eric Mengus 巴黎政治大学， Guillaume 

Plantin巴黎高等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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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科技会让区域性银行对小企业融资来说变得多余吗? 

作者：Franz Flö gel，Marius Beckamp，谭哲勤 编译 

 

导读：区域性银行的竞争优势在于，与客户的短距离使他们能够使用软信息来做出

更好的贷款决策。如果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创造出卓越的筛查和监控技术的野心实现了，

那么这一优势将被削弱，地区银行将不再是小型公司的融资首选。为了探讨这一主张，

本文着手分析了有关德国地方储蓄银行的放贷程序和评级体系使用的定性经验数据。从

本质上讲，参与者观察和访谈的结果阐明了“真实的”软信息对于关键贷款决策的重要

性。“真实的”软信息的上下文特定性和有限的可验证性使其无法通过使用评级系统和

其他银行 ICT来加强。尽管金融科技的评分技术可能会克服第一个限制，但在评分开发

过程中，由于操作问题，“真实的”软信息可能会被系统地挤出。 

 

 

区域银行与客户的距离较近被视为其商业模式的一个关键优势(Agarwal & Hauswa

ld，2007;Alessandrini，Presbitero，&Zazzaro，2009；Gartner & Flogel，2017;K

lagge等，2017;Lee&Brown，2017;Papi et al.，2017;Zhao&Jones-Evans，2017)。短

距离能使贷款决策考虑软信息。实证结果表明，考虑软信息可以增强对银行的筛选和监

控的成功，这不仅改善了信息不透明的小公司的融资渠道，而且往往有利于地区银行的

盈利(Ayadi et al.，2009;Beck 等，2009;Behr等人，2013年;Flogel，2018)。金融

科技初创企业进入银行市场，声称使传统银行变得多余(Finke，2019)。金融科技，尤

其是同业对同业贷款机构，也通过使用更优和更低成本的筛选和监控技术，向信息不透

明的(业务)客户提供贷款。由于新技术，一些作者期望新的金融科技竞争者将改善小企

业的融资渠道(Dapp，2015;Jagtiani & Lemieux，2017;Philippon，2016)。考虑到金

融科技的宣传，以及它们的目标客户与地区银行的相似之处，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新

的竞争对手是否会使地区银行的短期贷款对小企业融资来说变得多余? 

本文展示了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的结果，即在一家德国地区性储蓄银行进行的为期 2

个月的全职实习，探讨了软信息在实际评级系统中的使用、银行用于违约风险分析和贷

款决策的关键技术。这表明，银行内部评级系统只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软信息，这是由

于“真实”软信息的上下文特异性和可验证性有限。相反，所观察到的区域银行在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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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长期关系中验证软信息——与关系银行(Boot，2000)相一致——并通过员工和决策

者之间密切的个人互动在各个层级之间传递这些信息——与功能距离的研究相一致(St

ein，2002;Alessandrin 等，2009；Liberti & Mian，2009)。 

针对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两个技术局限性，本文接着讨论了包含在关键词 FinTech

下的新技术是否能够克服这些局限性。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确实可能在未来缓解软信息的

上下文特异性问题。然而，可核查性有限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软信息对贷款决策有很大

影响的情况下，操纵软信息是有回报的，这就是系统博弈的风险。这是记录 FICO进主

要信用分数在美国和私人客户评级系统(Róna‐Tas & Hiß，2008；Berg，Puri，& Roc

holl， 2013)。因此，从长远来看，“真正的”软信息很可能会因为机器学习而被挤出

金融科技的评分系统。考虑到这一主要结论，本文讨论了新的金融科技竞争者对小企业

融资的潜在影响。 

理论背景:软信息，区域银行和 FINTECH 

信息在贷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应对不确定的信用还款，并预测借款人的违约

概率。然而，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分配通常是不对称的，即借款人比贷款人更了

解他们的 PD (Beck et al.，2009;Klagge，2009;Levine，1997)。不对称的信息很重

要，因为它会阻碍对双方都有利的金融交易(Hartmann‐Wendels et al.，2010;Stigl

itz & Weiss，1981)。除了激励最优契约外，贷款人还可以通过筛选和监控借款人来收

集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Handke，2011;Hartmann‐Wendels等，2010)。 

中小企业贷款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因为中小企业的信息往往比大型(上市)

公司更不透明。它们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如管理所有者)和当地市场。此外，

信息披露要求宽松。因此，贷款人需要这些公司的私人和本地信息来估计 PD。这种信

息在小企业融资文献中被称为软信息(Behr et al.，2013;Berger等，2005;Stein，20

02;根据 Stein (2002，1982)的定义，“除了生产它的代理，任何人都不能直接验证它”。

因此，在等级组织内或跨距离传播会造成困难。相反，所谓的硬信息，如财务报表、支

付历史和账户信息的传输不受限制，因为其含义和有效性不取决于收集者(Papi et a

l.，2017;Peterson，2004)。 

对于中小企业贷款，传统上银行会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发放存款人的资金，作为委托

监督员(Diamond，1984)。正如 Diamond所推断的，银行的中介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因为银行代表众多储户进行筛选和监控。存款人也不必监督他们的银行，因为如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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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存款人违约，比如银行挤兑，信誉损失，银行将面临非金钱上的惩罚。通过多样

化的信贷组合，银行可以大大降低承担非经济处罚的可能性。 

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具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私人的、公共的、合作的(Ay

adi等，2009，2010；Schmidt，2009)，业务模型：多样化零售，集中零售，批发，投

资 (Ayadi & De Groen，2014)，以及市场区域的地理范围：区域，国家，国际 (Gart

ner，2013;Gartner & Flogel，2014)。他们还使用不同的借贷技术来筛选和监控客户。

关系银行和交易银行中借贷技术的区别被广泛应用(Boot，2000;Ferri等人，2019年;

Handke， 2011;彼得森和拉詹，1995年;(Udell，2008)，尽管文献承认实际的银行结

合了这两种贷款技术的元素(Berger等，2011;Flogel，2019；尤戴尔，2008)。银行与

借款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以关系银行业务为长期导向，涵盖多种产品(账户、贷款、透支、

储蓄、租赁、保理、保险等)。在这些交互中，银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多个硬信息

和软信息，并在关系的过程中验证软信息，从而逐渐减少信息不对称。 

典型地，关系银行与排他性相关，即商业客户通过他们的 Hausbank购买大多数金

融产品。反过来，Hausbank-or主要银行客户端形成一个长期的关系提供灵活性，定制

产品，还提供了一个隐式的流动性保险借款人在亲密关系，这是他们也站在他们的借款

人在糟糕的时期，当企业最迫切需要的流动性(启动，2000;Handke，2011;尤戴尔，20

08)。从理论上讲，竞争阻碍了排他性和关系银行的发展(Petersen & Rajan，1995)。

实证方面，大多数研究表明，较低的银行市场竞争与关系银行相关，尽管争论还远远没

有解决(Fischer & Pfeil，2004;马德，2013;参见 Degryse & Ongena，2005 年的评论)。

相比之下，交易银行侧重于单一交易。借款人在竞争市场上购买最优惠的价格，银行以

尽可能多的借款人为目标(使用标准化产品和竞争性条款)以实现规模经济(Udell，200

8)。以交易为导向的银行通常只收集信贷承销的某些硬信息，并进行基于等级的评估，

即借款人的风险是根据其等级的平均风险通过评级和评分系统进行评估的。对个别公司

进行昂贵的个案评估是没有必要的(Handke，2011)。 

关系银行业务经常与小型和地区性银行联系在一起，而交易银行业务则与大型银行

联系在一起(Ferri et al.，2019;Flogel，2019;Gartner，2009;Handke，2011)。由于

区域银行与企业的距离较近，因此它们倾向于更好地利用软信息(Berger et al.，200

5；Mudd，2013;Stein，2002; Uchida et al.，2008)。相比之下，大型银行往往利用

规模经济，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即风险分析和贷款决策的评级和评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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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标准化的银行产品。根据 Stein(2002)和 Alessandrini

等人(2009)的理论，两对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对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至关重要。首先，

中小企业客户和客户顾问之间的短距离，例如公司和银行的分支机构，有助于客户顾问

获取软信息的能力(即所谓的运营距离)。客户顾问和主管/决策者(例如总部)之间的距

离较短(即所谓的职能)，与银行内部对软信息的使用增强相关，这鼓励了当地员工实际

收集软信息(Flogel，2018)。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短的职能距离确实通过在贷款决策

中考虑软信息来减少中小企业的财务约束(Berger et al.，2005;Alessandrini 等，20

09;Behr等人，2013;Flogel，2018;Lee & Brown，2017;Liberti & Mian，2009；Zhao

 & Jones‐Evans，2017)。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与大型竞争对手相比，地区性银行在

基于软信息的关系银行业务方面实际上具有优势。 

最近的研究争论了软信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信通技术得到强化，即等级和评分

系统，使其使用距离独立(Ferri et al.，2019;Filomeni 等人，2016)。事实上，小型

和地区性银行也使用评级系统进行商业贷款，并将软信息整合到评级算法中(Behr et 

al.，2013;Berger 等人，2011;Flogel，2019)。尽管一些研究为 ICT强化软信息提供

了证据(Ferri et al.，2019)，但其他研究确定了此类强化的障碍，因此个人互动对软

信息的跨距离和层次结构传播仍然很重要(Berg et al.，2013;Filomeni等人，2016;F

logel， 2018)。鉴于新的金融技术创新，这场关于强化软信息的辩论似乎还处于初级

阶段。 

一般来说，由于包括贷款在内的大多数金融产品都是基于信息的，因此信息通信技

术对银行和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银行是 ICT的早期采用者，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

年代，ICT 成本占所有成本的 15-20%，是仅次于劳动力的第二大成本因素(Puschmann，

2017)。尽管信通技术很早就被采用，但银行业目前对金融科技的引入感到兴奋，这可

以被视为银行业的第二次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涵盖金融领域的数字创新和技术支持

的商业模式创新”(Philippon，2016)。继 Philippon(2016)之后，关键的新技术和商

业创新为： 

•新的数字咨询和交易系统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p2p借贷、股权众筹 

•移动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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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融科技包括现有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活动，例如银行，但它主要与初创公司的

活动相关，如 N‐bank和 no‐bank 竞争对手，如谷歌 Pay (Dapp，2015;Puschmann，2

017)。因此，许多作者认为金融科技是对老牌银行的挑战(Dapp，2015;Brandl&Hornuf，

2017;Jagtiani&Lemieux，2017;Philippon，2016;Puschmann，2017;这并不是否认银行

也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合作或投资(Brandl & Hornuf，2017)。 

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人们对金融科技既有希望，也有担忧。一方面，有期望 Fin

Tech会促进创新对银行来说，例如在线信用应用程序中，数据分析，支付交易，并生

成新的竞争对手建立银行，尤其是 P2P，这两个会积极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供给(Alt &

 Puschmann，2016;Jagtiani & Lemieux，2017；Philippon，2016)。另一方面，银行

业对金融的反应——例如减少分支机构的数量，加速银行并购(M&As)——往往会威胁到

受影响地区公司的融资供应，而这些地区大部分是边缘地区(Burgstaller，2017；Con

rad et al.，2018;Flogel & Gartner，2016)。此外，一些研究者关注大数据背景下的

隐私问题和人们行为的“轻推”(Gabor & Brooks，2017)。 

P2P借贷平台为个人借款人和个人投资者牵线搭桥，通常会收取配对服务的费用。

与银行相比，他们通常不持有客户的储蓄，也不提供贷款。因此，他们在游戏中没有直

接的利益关系(因为匹配贷款的损失不会直接影响平台的回报)，但非金钱惩罚仍然存

在，即投资者的声誉和信任的损失，与银行类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业之间的借贷平

台有动力向投资者提供关于贷款质量和违约风险的充分信息。尽管它们缺乏直接损失吸

收(Jagtiani & Lemieux，2017)。 

最初，同行之间的投资者根据借款人的贷款建议，根据借款人提供的信息(例如，

项目的书面披露)进行贷款决策，这些信息往往是软的。与 eBay一样，早期的借贷平台

大多是被动的，利用群体的“群体智能”根据提供的信息做出借贷决策(Balyuk & Dav

ydenko，2019)。然而，最近许多平台变得越来越像普通银行(Balyuk & Davydenko， 

2019；Ryan & Zhu，2018)。像 Prosper，LendingClub 和 auxmoney的平台向投资者提

供投资组合多样化，这一直是银行的存在的理由(Diamond，1984)，并提供使自动化投

资服务(使用预定义的风险回报投资者的概要文件)，逐步将贷款决策从投资者平台本身

(Balyuk &Davydenko，2019)。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多数平台已经开发了个人评分系统

来预测所提供贷款的实际 PD (Balyuk & Davydenko，2019)，并像银行一样应用后测来

改进评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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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转向主动甄别同伴间借贷平台的背景下，研究人员正在讨论在借贷决策中替

代信息和软信息的考虑程度，即评分算法(Iyer，Khwaja，Luttmer& Shue，2016)。Ja

gtiani和 Lemieux(2017)的研究表明，LendingClub 的评分系统使用了替代信息和机器

学习，近年来预测效度逐渐提高。替代信息是指除了 FICO评分和客户的财务报表以外

的输入，如保险索赔、存款电子记录、取款交易和水电费支付。Balyuk和 Favydenko(2

019)报告称，Prosper正在逐步从其算法中提取私人和软信息(以及其他防止歧视的原

因)，这依赖于信用局的数据和有限的硬信息，如 Prosper的就业状况和信用历史。有

趣的是，Prosper宣传其借贷系统是完全自动化的，没有人工输入(Balyuk 和 Favydenk

o，2019)。然而 Prosper 的发展暗示了交易银行的趋势，LendingClub更倾向于强调创

新的评分系统，包括替代信息(Jagtiani & Lemieux，2017)。 

考虑到这些再中介化和自动化的趋势，同业互贷平台显示出了替代地区银行对小企

业贷款的潜力，因为它们也瞄准了小客户，并积极参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种不

对称现象在不透明的小企业贷款中普遍存在。同业互贷平台的甄别技术对其相对于区域

银行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克服区域银行短距离带来的软信息

优势。因此，需要探讨软信息在评级和评分中的使用和限制，以评估 ICT克服小公司财

务中距离负担的潜力。 

德国银行和 P2P贷方的商业贷款：调查评级系统的使用 

德国以银行为基础的商业贷款的特点是其所有权结构的多样性和银行的地理范围，

超过 1200家地区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与大型银行并存。这三个支柱银行——公共储蓄

银行和地方银行，合作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几乎在所有细分市场争夺客户，包括中

小企业贷款(Gartner，2009；Hackethal等，2006；Klagge，2009)。所有银行都要遵

守同样的银行条例。然而，具体的法律阻碍银行支柱之间的并购，保护相对较小的公共

银行和合作银行支柱被大型私人竞争对手收购(Schmidt et al.，2014)。此外，所谓的

区域原则解释了德国储蓄银行的区域市场隔离，保留了独立的区域机构在全国的存在(G

artner，2009a;Gartner & Flogel，2014)。大多数合作银行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类似

的区域市场隔离(Bulbul et al.，2013);因此，几乎所有德国 NUTS 3地区都存在两家

地区性银行，一家储蓄银行和一家合作银行(Flogel，2019)。作为全能银行，德国地区

银行为当地的私人、企业和公共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零售业务。它们与相关协会和专业(批

发)银行有着密切联系。银行集团内部的这种合作使得独立的区域银行能够提供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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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产品和服务，并能够获得先进的银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专业知识等(Flogel & G

artner，2018；Flogel，2019)。 

 

                          图 1 每年新匹配的贷款数量 

尽管商业贷款最初并不是德国同行对同行贷款机构的兴趣焦点(Schmitt & Huesi

g， 2016)，但最近它变得更受欢迎了。自 2016年以来，Lendico已将业务重点转向商

业贷款，目前提供的商业贷款从 1万欧元增至 45 万欧元，期限在 12个月至 60个月之

间(Lendico，2019;p2p 网络银行，2017)。在 2019 年，auxmoney刚刚开始瞄准更大的

商业客户或中小企业，信贷规模高达 75万欧元(auxmoney，2019)。auxmoney 的明确目

标是获得通常从传统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客户。平台看到它优势的组合更快捷也没有官

僚主义从中作梗，信贷应用程序和一个创新的评分系统允许高级筛选利用硬信息，如财

务数据和商业资信咨询机构信息以及选择地理信息，如网络数据和反应速度 e邮件通信

(Auxmoney，2019)。 

研究表明，硬信息和软信息的组合分别提高了违约预测(与信用局评分，如 FICO)，

特别是当贷款给更有风险的借款人(Iyer et al.，2016;Berg等，2018;Jagtiani & Le

mieux，2017)。Kreditech Holding SSL GmbH 是一家专门从事次级私人贷款的金融科

技初创企业，它展示了数字足迹为大数据评分的可能性。该公司声称使用多达 8000个

个人变量进行评分，包括社交媒体数据、电子商务订单甚至 GPS数据(Reimann & Tonn

esmann，2015)。虽然 Kreditech 的成功筛选是有争议的，因为非常高的贷款违约率(H

using，2019)，这个例子表明了通过大数据利用替代信息的可能性。考虑到德国最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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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贷款的转变，同业对同业贷款平台刚刚开始与传统银行争夺中小企业贷款。信息通

信技术，尤其是创新的评分技术，是他们竞争战略的核心，因为这允许快速筛选过程，

同时包括新形式的硬信息和软信息，从而加强筛选。 

在一项对银行贷款实践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探索了企业贷款的评级和评分系统的常

规使用，以调查软信息优势在短距离贷款中是否、在哪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出现(Flog

el，2019)。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了地区银行在何种程度上通过评级系统强化软信息，

以及个人互动对创建软信息及其在银行组织内的传播是否仍然至关重要。为此，第一作

者在一家德国地区性储蓄银行的不同部门(SME客户顾问团队、后台办公室和银行控制

部门)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全职学生实习。此外，对来自大银行、区域储蓄和合作银行

以及相关组织(即银行协会和商业咨询机构)的专家进行了 40次访谈，以便进行比较和

提供更广泛的情况。访谈记录并转录;参与者的观察记录在每天观察的 41个记录中。在

两个阶段的定性数据分析(归纳-演绎)中，进行了访谈和协议使用 MaxQDA 11 软件包进

行检查。 

深入研究的地区储蓄银行在贷款和具有高业务连续性的分支机构数量方面，往往是

典型的德国中等规模储蓄银行的范例。被观察的客户顾问团队专门服务于收入在 50万

欧元到 1000 万欧元之间的小型企业客户(贷款在 10 万欧元到 500万欧元之间)。德国储

蓄金融集团由 385家储蓄银行与德国地方银行及其它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辅助公司)共

同组成。集团成员共同创造一系列的服务和产品;特别是所有的储蓄银行使用相同的评

级和评分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协会。因此，当涉及到评级系统和软信息时，所研究的储蓄

银行往往是典型的。然而，这并不是否认德国储蓄银行在组织流程、商业战略、文化以

及产品上的差异。 

实证结果:ICT软信息可用性受限 

正如本文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讨论过的(Flögel，2018)，从储蓄银行的参与者观察

中得出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软信息在将硬信息置于情境中的情况下最重要。这是贷款决

策的情况，硬信息是关键的，但不是没有希望的，经常观察到贷款给财务困难的公司。

如果硬信息明显是正面的(这是大多数贷款的情况)，那么观察到的储蓄银行就会定期出

借和处理信贷请求，而无需进一步讨论软信息。相反，如果硬信息是绝对负面的，拒绝

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纯粹基于硬信息的信用拒绝只在储蓄银行的新客户中观察到一

次。对于中间案例，将软信息置于情景中可以增强贷款决策，并同时触发贷款和拒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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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而这些拒绝仅基于硬信息是合理的。 

储蓄银行的客户顾问定期收集客户的软信息，作为信贷申请的输入，并填写评级软

件的定性评级模块。中小企业软信息通常包括评估公司的(例如，其产品的竞争力和多

元化，业务战略的前景，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经理(如资格、经验和诚信管理，信息政策，

管理在压力下的反应；Flogel，2019)。这类常规收集的软信息中，很大一部分只有在

无法立即核实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软的。企业可以提供管理者的资质证明、与供应商

和客户的合同、接到的订单等，以证明这些软信息的有效性。 

根据 Stein(2002)对软信息的定义，在参与者观察中，我们寻找的是“真实的”软

信息，即那些只能由客户顾问直接验证并对贷款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信息。一般来说，

这样的信息是罕见的，因为大多数信贷都发放给了拥有不重要的硬信息的可靠公司，这

意味着软信息往往是不重要的，也不会在银行内部受到审查。在一个案例中，“真实的”

软信息与客户顾问在与新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会面后的直觉有关，这让她相信了管理所有

者的诚信。由于这种直觉，顾问开始为公司的金融动荡制定解决方案。 

更常见的情况是，“真实的”软信息是在长期密切的客户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这与

关系银行的理论是一致的。在这里，有关客户业务和私人事务的软信息有助于解释可疑

的财务数据，这也会导致信贷拒绝。例如，关于业主奢侈生活方式的信息导致了对公司

可用现金流的严格审查;或者业主亲属的隐性经济支持导致了对实际 PD的不那么批判

性的解释(Flögel，2019)。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把这些信息称为“真实的”软信

息，以澄清其他人对这些信息的验证是受限制的，并且它确实会对贷款决策产生影响。

哪些信息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例如关键的硬信息，取决于公司的环境。因此，创建所有

“真实的”软信息的详尽列表是不可能的。 

在低估了“真实”软信息的基础上，我们转向讨论储蓄银行的评级系统中使用哪种

软信息。凭借其算法，评级系统可以评估多条信息并将其系统化为一个单一的评级分数，

该分数可以根据公司在一年内的违约概率对公司进行分类。储蓄银行协会的子公司 S-R

ating and Risikosysteme GmbH 开发和管理所有德国储蓄银行都适用的评级计划（储

蓄银行协会，2013年 3 月 1日至 30日，访谈）。使用统计方法（例如，辨别分析）凭

经验开发确定和加权信息输入的评级系统，即算法。储蓄银行金融集团在开发中小企业

评级系统时，投入了大量精力考虑软信息。正如 Theis（2009）指出的那样，储蓄银行

明确地打算在评级中利用软信息优势（从与客户的短距离和长期的客户关系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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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其评级结果优于竞争对手。但是，正如评级系统提供商的一名员工所解释的那样，

在评级开发过程中考虑软信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以前不存在可使用的数据库。 

好吧，硬数字不是全部，关于一个完整的所谓软事实系列，还有更多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在银行那里要做的工作是查看信用档案，真正进入档案并查看档案并检查，企业

的违约特征是什么，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当以后有默认值时，存在什么好坏标准。因

此，对于储蓄银行的同事来说，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详细工作。（S‐Rating und Risi

kosysteme GmbH，2013 年 5月 30日，采访）。 

银行每年都会分析其评级算法的可靠性。所谓的“回测”是指评估是否有足够多的

客户如评级分数所预测的那样违约。这些测试评估了每个评价变量的预测能力。S‐Ra

ting和 Risikosysteme GmbH 根据测试结果不定期地修改算法。它还收集了虚拟变量—

—当前评级结果中没有考虑的变量——以评估它们对未来算法修改的预测能力(S‐rat

ing und Risikosysteme GmbH，30 Mai 2013，访谈)。 

目前，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的评级体系，不同版本的所谓标准化适用于所有公司违约

概率的“普通”评级。根据信用额度大小，中小企业采用 KundenKompaktRating 或 min

or customer评分进行评分。与标准化相比，小客户评分不需要披露年度财务报表，这

使得它的应用对储蓄银行和客户都更省时(Flögel，2019)。 

标准化由不同的模块组成。一种是年度财务报表，其中储蓄银行考虑 10-14个财务

比率(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如现金流和股权比率(Ahnert et al.，2009)。客户的账户

行为(例如透支)是储蓄银行定性数据模块的一个关键输入。如果适用的话，储蓄银行也

评估交叉担保。有趣的是，评级系统并不考虑信用局的信息。银行员工通过回答评级程

序中的封闭式问题来增加软信息。确定软信息的准确权重是不可能的，因为银行对它们

的评级算法保密;也就是说，银行雇员也不知道精确的可变权重，而这些权重又会根据

公司的类型(例如，他们的规模、等级和部门)而变化。继 Theis(2009)之后，储蓄银行

的定性数据评级模块占评级分数的 50%。然而，评级考虑了账户行为(20%)和定性模块

中的其他硬信息;因此，“真实的”软信息对评分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例如，针对商业

客户(收入在 250万欧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定性数据模块，客户顾问必须回答关于管

理资格、规划和报告及时性的八个问题。由于软信息对评级结果的权重较低，评级系统

在跨越储蓄银行功能距离传递软信息方面的作用往往有限。 

另外两个事实支持这一结论。首先，如上所述，软信息通常是特定于上下文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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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由于不清楚（即对实际公司违约的非线性影响）而无法通过评级算法进行评估。

其次，通过评分和评分系统对软信息的考虑很容易被操纵。由于定义上“真实”软信息

的可验证性仅限于制作它的演员，因此对此类信息进行高度加权会使评分算法易于操

纵。一般而言，这种操纵的敏感性是评级和评分系统的关键方面，因为更多（借贷）的

电力银行致力于评级得分越有价值，操纵评级结果就越有价值（Carruthers，2013；F

lögel，2015；Svetlova，2012）。 Róna-Tas 和 Hiß（2008）记录了该系统的 FICO得分

游戏问题。由于考虑诸如债务偿还等基本信息的评分越来越多地用于信用或抵押承销，

因此其预测能力会变差，因为消费者在不提高其实际财务状况的情况下以某种方式获得

更好的 FICO 评分。同样，伯格等（2013）表明，在一家大型德国银行的私人客户细分

市场（分析其评级数据库）中，客户顾问操纵软信息的输入以使评级得分超过该银行的

临界值，即客户顾问“使用多个跟踪转移贷款”（Berg等，2013，）。因此，评级或评分

系统对贷款决策的影响越大，用户（即客户，客户顾问）开始操纵输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种操作不限于“真实的”软信息，而是适用于评级的所有输入。然而，由于“真实的”

软信息不能由其生产者以外的任何人验证，因此与可以验证的信息相比，操纵“真实的”

软信息的可能性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来自参与者观察的发现表明，尽管所有的努力都在考虑软信息，“真

实的”软信息在评级系统中的实际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真实的”软信息的两个特性，

即它的上下文特异性和它的有限的可验证性，除了它的生产者以外的任何人，都对它在

评级和评分系统中的考虑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它的强化。我们在储蓄银行的参与者观察

显示，银行员工(客户顾问、信贷官员和监管者)和客户在为拥有关键硬信息的公司进行

贷款决策时，在个人互动中创建和验证软信息，而不是依赖于 ICT(信息通信技术)(Flo

gel，2019)。重要的是，银行评级系统的经验开发和后台测试有将“真实”软信息挤出

评级算法的趋势。这是因为，如果某条信息强烈影响评级结果，而且除了创建/输入信

息的人(这正是“真实”软信息的定义)以外，其他人都无法检测到这种操纵，那么操纵

问题就会得到证实。这种对信息的操纵恶化了其预测能力，因此，从长远来看，后测会

导致信息被挤出。因此，考虑到在强化“真实”软信息时评级系统所面临的技术限制，

研究发现的储蓄银行利用其短功能距离在员工之间的个人互动中验证和传输软信息的

结果似乎是一致的。 

在同行对同行贷款中，一些研究表明，它被贷款平台的评分系统考虑(Dorfleit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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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等，2016;Jagtiani & Lemieux，2017)。然而，它不是“真正的”软信息，而是替代

信息(财务报表和 FICO/SUFA)。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考虑“真实”软信息时，金融科技

公司面临着与银行的普通评级和评分系统类似的挑战。表 1回顾了与考虑“真实”软信

息相关的局限性，并讨论了金融技术是否可以通过上述新技术克服这些挑战。 

如表 1 所示，尽管银行也可以使用机器学习，但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可能是解决“真

实”软信息的上下文特定性问题的合适方法。然而，游戏系统的问题很难克服。因此，

“真实的”软信息似乎更有可能——如果评分对于借贷决策而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

-或者更普遍地说，任何难以验证的人工输入，将在评分发展过程中系统地排挤（无论

是传统的回测还是机器学习） 处理“真实的”软信息是值得的。 因此，点对点贷方和

其他金融科技提供商的新评分系统至少不太可能在中期内克服强化“真实”软信息的挑

战。 

表 1 基于金融科技的“真实”软信息的考虑：金融科技能否做得更好？ 

 

讨论 

研究发现，作为同行之间的贷款机构，金融科技在筛选和监控方面没有获得“真正

的”软信息优势，这并不是说它缺乏与地区性银行竞争的能力。相反，同业之间的贷款

机构在向信息不透明的(商业)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时，往往极具竞争力。这不仅是因为在

使用大数据、替代信息和机器学习的情况下得分提高了，原则上银行也可以应用(尽管

银行监管可能会防止数据使用太不安全)。相反，它们的关键优势是较低的运营成本，

因为考虑到银行在员工、分支机构、薪资、奖金等方面的标准，以及需要交叉补贴利润

较低的业务部门。此外，银行必须在流程组织、报告标准和股本要求方面遵守严格的规

定，这使它们与来自金融科技行业、监管较少的新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严重劣势。 

金融科技监管必须面对几个问题，如网络犯罪、数据、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以及市

场诚信(欧盟委员会，2018)。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借贷活动有特殊的规

定，例如准入、投资者保护和风险管理要求，但在德国，却没有特殊的规定(Cla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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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t al.，2018)。相反，只有银行才被允许放贷，因此金融科技贷款机构要么需要像

N‐bank那样获得银行认证，要么需要一家执行银行进行实际放贷，比如辅助货币。这

一规则往往会削弱金融科技贷款机构的监管优势，因为执行银行必须遵守银行监管规

定。然而，执行的银行几乎不面临违约和流动性风险(因为投资者承担这些风险)，因此，

与在资产负债表上实际承担这些风险的地区性银行相比，遵守监管要求应该更容易。 

随着点对点贷方对企业贷款的新兴趣，德国区域银行体系的竞争仍在加剧。表 2概

述了金融科技公司和区域银行之间的关系的三种情形，以及对小企业融资的预期影响。

场景 1假设金融科技通过基于 ICT的高级筛选和监控为“实际”软信息使用的局限性提

供了解决方案，尽管我们在前文的发现使这种假设似乎不太可能。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

FinTech通过智能解决方案克服了验证问题（例如，通过验证软信息创建者的合法性）。

另一种方式是，金融科技可以为借贷/违约风险分析提供软信息冗余（例如，通过在客

户身上利用大量硬信息，使软信息无法进一步改善借贷决策）。后者有一些证据，因为

研究已经报告了金融科技贷方在利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Buchak等人，2018）。这可能

会导致大量收集私人数据和监视，但随着 Kreditech Holding SSL GmbH 的方法（使用

数字足迹来预测借款人的信誉），尽管如此，金融科技公司正在精确地探索这种解决方

案（Berg等，2018）。无论哪种方式，在方案 1中，（区域）银行都是多余的，因为技

术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该问题解释了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小

公司希望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可比甚至更好的融资渠道（取决于筛选技术的性能）。 

在方案 2中，FinTech贷方和区域银行共存并迎合了小型公司金融市场的不同部分。

FinTech并未克服与软信息使用相关的技术限制，而是针对那些被区域银行忽视或不想

向区域银行借款的商业客户。考虑到实际的点对点借贷平台接受的默认利率，这些客户

往往风险较高，因此提供更高的利率（de Roure等，2018）。区域银行的软信息优势还

可以成功地筛选和监视有风险的客户。但是，根据关系银行理论，随着长期业务关系中

软信息的范围和有效性的增加，软信息的优势将进一步发展。区域性银行不愿向拥有重

要财务记录的新客户提供贷款（例如不寻常的初创企业或被其旧银行淘汰的公司），因

为它们没有关于它们的有效软信息。这些客户可以为点对点借贷平台形成一个有利可图

的市场，这些平台会从寻求对这类风险公司进行高风险回报投资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

金，而这些风险公司却不受区域银行的支持。因此，区域性银行与金融科技的共存将改

善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这种情况仅意味着区域性银行的小型企业贷款发生了微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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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二种情况也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合作以及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战略投

资相吻合（Brandl＆Hornuf，2017；Hendrikse，van Meeteren，＆Bassens，2019）。 

表 2：金融科技会否使区域银行成为小公司融资的多余者？ –三种情况 

 

情况 3 恰恰相反。在这里，金融科技还无法克服基于 ICT的软信息使用的技术局限

性，因此没有考虑“真正的”软信息来进行贷款决策。但是，点对点借贷平台和/或其

他公司通过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利率（以较低的运营成本进行资本化），较高的处理速度

和便利的结算方式（例如没有年度财务披露人），成功地从区域银行获得了客户。根据

关系银行理论，这种增强的竞争会危害关系银行。越来越多的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购买

最佳价格，而不是投资于与其 Hausbank的关系，因此区域性银行损失了可获利的贷款。

此外，以最佳价格购物会降低 Hausbank可获得的“真实”软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于

减少交易，减少联系和减少经验）。因此，当企业获得关键的硬信息时，此类信息将不

可用。区域性银行的软信息优势被吞噬，这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在金融科技公司中的竞争

地位。这种情况不仅预测了区域银行的关系银行业务的灭绝，至少对于小企业融资而言，

这还意味着，“真正的”软信息将被从小企业贷款的筛选和监控中滤除。由于当向具有

关键硬信息的公司（例如处于财务动荡的公司）提供贷款时，“真实”软信息往往至关

重要，因此，该情景预计，拥有关键硬信息的小公司将减少获得融资的机会，或者 P2P

适用宽松的贷款标准。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案 1和 2往往是可取的，因为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将

得到改善。如果假设成立，即金融科技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比区域银行的短距离贷款

便宜，那么，特别是方案 1建议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考虑到监视的社会影响和区域性银



 

 
 21 / 23 

No.202004 

 

行的灭绝，方案 1似乎是可取的，因为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降低小公司的融资成本。方

案 3往往很关键，因为结果（恶化的融资渠道和增加的违约率）都给经济发展带来负担，

并损害了借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Altman，1971；Levine，2005；Merton＆Bodie，19

95）。只有未来才能确定哪种情况将会实现（如果有的话），而技术发展（可以在 ICT中

考虑“真正的”软信息吗？）和社会发展（例如，金融科技监管，公司的融资偏好，区

域银行的反应）将在这里发挥作用。 

结论 

为了探索金融科技公司与区域银行在小企业融资中的关系，本文将“真实的”软信

息放在了中心位置，并证明了这些信息增强了区域银行的贷款决策，即改善了对区域银

行的筛选和监控。虽然德国的储蓄银行采用复杂的评级系统，也考虑软信息，“真实的”

软信息在员工和客户之间的个人互动中得到验证，而且只对关键的贷款决策(即贷款成

本)有影响。“真实”软信息的上下文特异性和有限的可验证性这两个局限性阻碍了它在

评级系统和其他 ICT中的应用。尽管金融科技的评级和评分系统可能会克服第一个限

制，但在评级改进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反向测试或机器学习)，“真实的”软信息可能

会被系统地挤出去，原因是数据操纵问题。根据 FinTech 未来的技术能力，我们希望改

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技术克服了“真正的”软信息使用的局限性(情况 1)，或

者如果 P2P 和地区性银行有限公司存在(方案 2)。只有场景 3预计恶化为小企业融资渠

道，如 FinTech取代银行地区性银行由于增强竞争的关系，不保留“真实的”软信息的

优势，并使用优越的筛选和监视技术。 

考虑到这一发现，促进增长的政策应制定阻碍方案 3兑现的举措。挑战在于，如何

在成熟且高度监管的银行业与新兴的行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而新兴新兴新兴行业往往

需要灵活的监管和支持。双重监管方法涉及对区域银行的小型银行信箱监管，减轻了过

多报告的负担（Dombret，2017；Schiele等，2017）和“监管沙盒”（Claessens 等，2

018；Puschmann，2017） 对于研究真正创新筛查和监测技术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可

以帮助克服这一挑战。 

无论采用何种公平监管，区域银行都必须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地位，因为其他业务领

域与中小企业贷款盈余的交叉替代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里，挑战在于如何培养和推

广短距离贷款的优势，投资于先进的 ICT并进一步削减成本。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论

述的那样（Flögel＆Gärtner，2016，2018），区域性银行在实体存在下的适应应保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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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功能距离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关闭分行比德国区域性银行合并的重要性不那么重要

的原因。为此，一个小的银行监管规定可以制定适当的举措。区域银行集团与金融科技

公司的加强合作可以进一步提高在贷款中应用的银行 ICT的竞争力。由于其客户数据在

德国的市场领先地位而产生的大量客户数据，这两个区域性银行集团为金融科技解决方

案的开发和推广提供了很多服务。研究应进一步追踪金融科技公司与区域银行的发展与

合作，并严格评估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为增强小企业融资的真正价值。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ecno.12159?campaign=w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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