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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Simon Hess（2020）研究表明，对 CBDC 的监管包括两个主要部分：CBDC 的法

律形式和义务级别，这表明 CBDC 的发行和准入对中央银行和潜在的第三方有多大的约

束力。本文的研究发现某些监管选择比其他的更有利。只有人人享有 CBDC 的权利是非

歧视性的，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此外，混合接入可能是所有接入方案利

弊之间的有利权衡。

►Leonardo Gambacorta 等（2020）比较了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信用评分模型与

传统的损失和违约模型的预测能力。文章利用中国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2017 年 5 月至 9

月的自营交易水平数据，测试了在正常时期和经济受到冲击时预测损失和违约的不同模

型的表现，特别是当中国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发生（外源性）变化导致房贷减少和信贷环

境恶化时。研究发现，在信贷总量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基于机器学习和非传统数据

的模型比传统模型更能预测损失和违约的发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机器学习可以更好地

挖掘一段时间内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对于信用历史较长的借款人来说，使用

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金融科技信用评分技术模型的比较优势往往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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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监管

作者：Simon Hess，邹佳佳编译

导读：本文研究表明，对 CBDC 的监管包括两个主要部分：CBDC 的法律形式和义

务级别，这表明 CBDC 的发行和准入对中央银行和潜在的第三方有多大的约束力。本文

的研究发现某些监管选择比其他的更有利。只有人人享有 CBDC的权利是非歧视性的，

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此外，混合接入可能是所有接入方案利弊之间的有

利权衡。

目前，中央银行出台许多措施试图为公民提供一种数字形式的货币，即中央银行数

字货币（CBDC）。CBDC 承诺能带来许多好处，例如提供无风险的支付手段，在私人加

密货币使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维护货币主权，以及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瑞典和中国央

行最近开始试点，预计不久将向公众发布 CBDC。有些国家已经在电子货币提供商（EMP）

的帮助下发行了某种 CBDC。以萨尔瓦多为例，自 2015 年以来，服务提供商一直在向广

大公众发行电子货币，而电子货币完全由中央银行的资金支持。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有，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电子货币提供商自 2019 年春季起就被要求用央行货币支持其电子货

币。

银行也在从事 CBDC 业务。在挪威，挪威安全存款银行（SDBN）正在提供由中央银

行资金完全支持的存款；总部位于波多黎各的离岸银行欧洲太平洋银行（Euro-Pacific

bank）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类似的安全存款；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狭窄银行（TNB）

也希望将其客户的所有资金投资于中央银行的资金。

CBDC 在各国议会中也获得了支持。在荷兰，议会一致投票赞成实施一个“安全储

蓄银行”，在那里公民可以安全地保管自己的钱。但由于法律原因，该项实施工作已经

停滞。

所有这些数字货币的设计都有不同的监管要求，这在学术文献中很少被关注。在最

近的论文中，作者展示了如何监管 CBDC 的发行和准入。为此，作者制定了一个概念框

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CBDC 的法律形式；第二， CBDC 的发行和准入条款对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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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第三方的约束力。

现有的法定货币形式

大多数国家有六种合法货币形式：中央银行存款、现金、银行存款、电子货币、货

币市场共同基金份额（MMMF 股份）和虚拟货币。中央银行以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发行中

央银行货币，两者都构成中央银行的负债。虽然存款只能由银行获得，但现金可供所有

人使用。商业银行以银行存款的法定形式发行货币，银行存款是银行的负债，通常由中

央银行的货币部分支持。电子货币是非银行电子货币提供商的负债，通常由银行存款或

政府债券作为担保。然而，一些地区也允许银行甚至中央银行发行电子货币。货币市场

共同基金份额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负债，更具体地说，它们是具有类似货币性质的股

票。它们的资产净值为每股 1美元/欧元，可随时从发行人处赎回。最后，虚拟货币用

于支付，但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形式典型的例子是没有中央发行人的加密货币和只接受

发行人付款的数字凭证。

CBDC 的法律形式

根据定义，CBDC 是“中央银行的任何电子、法定债务，可用于结算付款，或作为

价值储存”。因此，它可以是以电子方式存储的中央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

币，甚至现金。然而，根据接入方式的不同，CBDC 可以是央行货币和其他类型货币的

组合。

在用户访问 CBDC 和涉及的实体的法律关系类型上，有各种不同的访问选项。通过

直接访问，用户与中央银行有法律关系。通过间接访问，用户只与第三方有法律关系；

中介机构或托管人可提供间接访问。此外，还存在混合访问，用户与中央银行和第三方

都有法律关系。混合接入可由支付服务提供商（PSP）或技术服务提供商（TSP）提供。

总的来说，有五种可能的访问选项。

直接存取

用户在中央银行有请求权，访问权由中央银行或代表中央银行的第三方提供。用户

将与中央银行有合同关系，或者中央银行有义务发布 CBDC 并依法向用户提供 CBDC 访问

权限。CBDC 的法律形式是中央银行存款、现金或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

通过支付服务提供商的混合接入

用户在中央银行也有权利要求，但访问权限是由 PSP 在自己的账户上提供的，PSP

将提供支付启动服务和账户信息服务。因此，用户将与中央银行和 PSP 有法律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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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银行需要向 PSP 提供对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访问，以便 PSP 能够执行其服

务。CBDC 在这种接入中的法律形式与直接接入 CBDC 没有区别。因此，CBDC 也可以是存

款、现金或电子货币。

通过技术服务提供商的混合接入

在这类访问中，用户再次在中央银行有一个声明，但是访问 CBDC 是通过 TSP 在自

己的账户上提供的。TSP 提供 CBDC 的存储和传输服务，它构成了用户和 TSP 之间的契

约关系。此外，用户仍与中央银行有法律关系。此访问选项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

特别相关，因为多个 TSP 可能以相同的状态运行一个共享数据库，这使得它们之间存在

竞争。

通过中间人间接进入

中介机构向用户提供完全由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资产。用户将与中介机构签订合

同，而中介机构则与央行签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CBDC 的法律形式将是完全支持的

存款、完全支持的电子货币或完全支持的 MMMF 股份，这取决于负债类型和适用的发行

监管。

通过保管人间接进入

用户在中央银行有一个债权，但这个债权由保管人保管。因此，用户与托管人签订

了协议，托管人与中央银行签订了账户合同。CBDC 的法律形式在直接存取和混合存取

方面与 CBDC 相似，区别在于中央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或保管的现金。

图 1概述了访问选项的不同法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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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义务等级

仅靠合法的货币形式是不足以监管 CBDC 的。监管规则还将取决于央行和可能涉及

的第三方是否有义务提供 CBDC 或完全由其自行决定提供 CBDC。本文在研究中确定了以

下三个层次的义务：

中央银行和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的自由裁量权

允许中央银行和相关第三方发行 CBDC 并自行提供访问权限。因此，中央银行和第

三方都可以自由地与公民签订合同。此外，中介机构将有权投资于央行资金。

德国、欧盟、日本和瑞典都有央行存款的第一级债务。在德国，中央银行存款只能

在欧洲中央银行（ECB）同意/无异议的情况下发行，而在欧盟、日本和瑞典，这些存款

只能根据货币政策发行。在欧盟，国家中央银行（NCB）在得到欧洲央行（ECB）的许可

后，可以发行电子货币。在乌拉圭，中央银行被允许以数字现金的形式发行 CBDC。其

他国家允许银行（挪威和美国）和电子货币提供商（哥伦比亚）提供全额担保存款。在

立陶宛、巴西、英国、瑞士和德国，允许电子货币提供商投资中央银行货币，并由中央

银行自行决定提供完全支持的电子货币。

第三方全权委托

这一级别的义务仅涉及混合和间接准入选择。在这一类别中，第三方拥有充分的自

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由提供进入 CBDC 的权限，中央银行必须为第三方提供其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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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所有条件。对于混合接入，这一级别的义务意味着中央银行有义务为公民发行 CBDC，

并允许 PSP 访问其 API。对于间接存取，这一级别的义务意味着中央银行有义务为中间

人或托管人发行 CBDC。此外，中介机构有权或要求投资于中央银行的资金。

第二层次义务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中国的电子货币提供商被要求用中央银行的资金

来支持他们的电子货币。因此，中央银行有义务向他们提供一个中央银行账户。此外，

在美国，如果狭义银行在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诉讼中胜诉，它也将处于第二层次的债

务。瑞士就引入 Vollgeld（主权货币）举行全民公投，其中包括实施中央银行托管存

款。

对中央银行和可能涉及的第三方是强制性的

中央银行和第三方有义务发行 CBDC 并向公民提供访问权限。因此，公民享有 CBDC

的权利。对于直接访问，这一级别的义务意味着中央银行有义务发布 CBDC，并为每个

提出请求的公民提供访问权限。通过 PSP 访问，用户还拥有与 PSP 签订服务合同的权利，

中央银行有义务让 PSP 访问其 API,TSP 有义务与每一个想存储和转移 CBDC 的公民签订

合同。此外，中介机构有权要求投资于中央银行的资金。

第三级义务的例子可以在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找到。在厄瓜多尔，公民有权参与中

央银行的电子货币系统，该系统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非常活跃。在萨尔瓦多，电子

货币提供者必须向每一个提出申请的公民提供完全支持的电子货币账户。

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法律形式和义务水平——才能对 CBDC 进行监管。图

2概述了这些监管方案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情况。

图 2

不同监管方案的评估

在确定了 CBDC 的各种监管方式之后，本文从最优债务水平和最优准入选择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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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CBDC 进行了监管评估。本文不评估最佳的法律形式，因为这一决定取决于所选择

的准入选择和进一步的设计决策。

最佳债务水平

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不同层次的义务，CBDC 权利，即第三层次的义务，是向

公民提供 CBDC 的最不歧视的方式，因此也是最有利的。这是 CBDC 现金化的唯一选择。

相比之下，由央行和第三方自行决定可能涉及歧视公民，因此不应予以考虑。

最佳访问选项

其次，对不同的访问选项进行评估。图 3总结了每个访问选项最重要的优缺点。

图 3

通过直接访问，即中央银行执行所有与 CBDC 相关的任务，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第

三方。然而，由于对央行征收的操作税增加，以及缺乏竞争，也有不利因素。第三方代

表中央银行执行 CBDC 相关任务，减少了运营职责，但中央银行对第三方的依赖越来越

大，并且仍然缺乏竞争，束缚了央行的资源。

混合接入（通过 PSP 和 TSP）是有利的，因为它提供了竞争，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中央银行的操作职责，而不像中间人或托管人那样复杂。混合期权和间接期权存在着没

有足够的第三方可用的风险。除此之外，由于中介机构的操作风险，由中介机构提供的

CBDC 可能会承担剩余的违约风险。如果一家银行或 MMMF 无法支付其费用并破产，其用

户的资金将被纳入破产财产。此外，中介机构需要对它们的支持进行监控，这就限制了

央行的资源。



9 / 28

No.202018

在混合接入中，选择 PSP 还是 TSP 最终取决于所选择的技术。虽然 PSP 更适合存储

在中央账本上的 CBDC，但是 TSP 适用于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上的 CBDC。

结论与启示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货币发展的下一个里程碑。然而，它的法律实施需要深思熟虑

地考虑所有可能的监管选择。本文的研究表明，对 CBDC 的监管包括两个主要部分：CBDC

的法律形式和义务级别，这表明 CBDC 的发行和准入对中央银行和潜在的第三方有多大

的约束力。本文的研究发现某些监管选择比其他的更有利。只有人人享有 CBDC 的权利

是非歧视性的，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此外，混合接入可能是所有接入方

案利弊之间的有利权衡。

这项研究具有理论、实践和政策意义。本文的框架为 CBDC 的法律评估提供了理论

基础。债务水平可以看作是CBDC的一种设计选择。该框架还帮助各国央行评估发行 CBDC

的法律权威。最后，该框架有助于决策者考虑引入和管理 CBDC 所涉及的各种目标和权

衡。

原文链接：https://sites.law.duke.edu/thefinregblog/2020/08/28/regulating-central-b

ank-digital-currencies-towards-a-conceptual-framework/

作者单位：Simon Hess 杜克大学



10 / 28

No.202018

2、机器学习和非传统数据如何影响信用评分？

作者：Leonardo Gambacorta，Yiping Huang，Han Qiu and Jingyi Wang，邹佳佳编译

导读：本文比较了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信用评分模型与传统的损失和违约模型的预

测能力。利用中国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2017 年 5 月至 9 月的自营交易水平数据，本文测

试了在正常时期和经济受到冲击时预测损失和违约的不同模型的表现，特别是当中国影

子银行监管政策发生（外源性）变化导致房贷减少和信贷环境恶化时。研究发现，在信

贷总量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基于机器学习和非传统数据的模型比传统模型更能预测

损失和违约的发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机器学习可以更好地挖掘一段时间内变量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最后，对于信用历史较长的借款人来说，使用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金

融科技信用评分技术模型的比较优势往往会下降。

引言

金融科技（fintech）在贷款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金融科技公司

的贷款也在某些细分市场获得了相当大的份额。以美国为例，在线贷款机构目前占新增

抵押贷款的 8-12%，按流量计算，Quicken Loans 已在 2017 年底被确认为美国最大的抵

押贷款机构（Buchak 等，2017；Fuster 等，2018）。中国是一个金融科技发展相对发达

的国家。截至 2017 年底，金融科技新信贷已占非银行部门未偿信贷总额的 3%左右（BI

S，2019）。

金融科技贷款机构使用的新信用评分模型与传统模型在两个关键方面存在差异。第

一，技术使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收集和使用大量的信息。金融科技信贷平台可能会使用其

他数据来源，包括来自社交媒体活动中的评论（美国财政部，2016；Jagtiani 和 Lemi

eux，2018a）和用户的数字足迹（Berg 等，2018）。对于拥有现有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

（大科技公司）来说，数据收集延伸到了订单、交易和客户评论（Frost 等，2019）。

第二，机器学习技术的采用。与传统的线性模型（如 logit 模型）相比，机器学习

可以从变量中挖掘非线性信息。例如，Khandani 等（2010）构建了一个基于机器学习

技术的消费信贷非线性非参数预测模型，并发现该新模型在总损失的 6%至 25%范围内优

于其他模型。然而，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能力主要在静态外部环境下的应用中得到了证

明，但当结构性冲击发生时，即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可靠性仍待验证。

本文通过解决以下四个问题对文献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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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基于机器学习的金融科技信用评分模型是否比传统经验模型更能预测借款人的

损失和违约？

ⅱ）手机数字应用、电子商务平台数据等非传统来源的信息内容是什么？

ⅲ）不同模型在（外源性）冲击情况下表现如何？

ⅳ）不同的模型对于具有不同信用历史的客户表现如何？

其他文献已对前两个问题做出分析，结论尚未一致。本文的贡献在于用一组更全面

的控制变量来解释结果中的差异。此外，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是全新的，代表了本文的主

要贡献。

为了回答这四个问题，本文使用了一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 2017 年 5 月至 9月间贷

款交易水平的独特数据集。该公司要求保持匿名,但给本文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数据

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该数据集允许解决传统银行类别信息的影响（信用卡信息）和

非传统信息（来自使用数字应用程序在手机和电子商务平台上）。此外，本文可以利用

机器学习方法和如此大量的数据来评估金融科技公司计算的信用评分的表现。人人贷是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提供 P2P 金融服务，由于人人贷的借款人通常没有银行活期

账户，基于人人贷数据的论文无法使用信用卡交易的相关数据（Braggion 等，2019）。

此外，与其他金融科技公司不同，在其他金融科技公司中，借款人信息是由用户自

己报告的（如 Berg et al，2018），本文的金融科技公司能够直接从系统中读取信用卡

交易和数字应用信息（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因此，信息收集更加全面，包括信用卡

信息和额外的非传统信息。

本文分析个人贷款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年之内偿还。本文还观察借款人在 2

018 年 10 月之前的还款记录，以跟踪每笔贷款在发放后的状态（可行或违约）并根据

损失和违约来评估每笔贷款的事后表现。

为了回答第三个问题，本文研究了审查期间中国监管变化发生前后的影响。2017

年 11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具体指导意见。这一监管变化

导致许多金融中介机构提高了贷款要求，导致借款人的信贷条件恶化。特别是，综合数

据显示，危机后违约率显著上升，贷款发放下降。在本文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观察到类

似的模式，这使本文能够研究不同的模型在这个压力时期的表现。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

i）在预测借款人损失和违约方面，金融科技基于机器学习的信用评分模型优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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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验模型（使用传统和非传统信息）；

ⅱ）非传统信息提高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ⅲ）虽然模型在正常情况下表现相似，但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总信

贷供应受到负面冲击后的损失和违约。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机器学习可以更好地挖

掘发生冲击时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ⅳ）各模型的预测能力随着银行与客户关系长度的增加而提高。然而，当关系长度

增加时，使用基于机器学习的金融科技信用评分技术的模型的比较优势会下降。

2.文献综述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分析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信贷及其评分模型与传统银行贷款的

表现如何。Jagtiani 和 Lemieux （2018a）比较了一家大型金融科技贷款机构的贷款和

通过传统银行渠道发放的类似贷款。具体来说，他们使用的是 LendingClub 的账户级数

据和总资产在 500 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报告的 Y-14M 数据。他们发现，利差、L

endingClub 评级等级和贷款表现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有趣的是，评级等级和 FICO 评

分之间的相关性已经从大约 80%（2007 年的贷款）下降到大约 35%（2014-2015 年），这

表明 LendingClub 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传统的替代数据。

Fuster 等人（2018）利用美国抵押贷款申请和发放的市场范围、贷款水平的数据

表明，金融科技贷款机构处理抵押贷款申请的速度比其他贷款机构快 20%，即使在控制

了贷款条件、借款人和地理观测数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有趣的是，更快的处理并不是

以更高的违约率为代价的。此外，与其他银行相比，金融科技贷款机构更灵活地调整其

供应水平，以应对外源性抵押贷款需求冲击，从而缓解了与传统抵押贷款相关的容量约

束问题。Buchak 等（2018）比较了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在线（金融科技）贷款人与银

行和（非金融科技）影子银行的定价；他们发现，金融科技贷款机构收取的费用比银行

抵押贷款高出 14-16 个基点。Jagtiani 等（2019）发现，美国的金融科技贷款机构倾

向于比银行向信用评分较低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在信用评分较低和抵押贷款

拒绝率较高的地区，它们也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虽然银行通常会通过要求借款人以有形资产（如房地产）作为抵押来激励借款人偿

还贷款，但金融科技信贷通常是无抵押的。这使得大数据的使用在考虑贷款申请时变得

尤为重要。基于中国信贷数据的初步证据表明，大数据可以作为抵押品的替代品:大型

科技公司提供的企业贷款数量与资产价格无关，而银行贷款与资产价格有关。图 1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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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板显示，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相对于资产价格的弹性，对于抵押信贷而言接近于 1，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接近于 0.5，而对于小型企业而言，从统计学上看，对于大型科技企

业而言，这与零没有区别。

图 1 金融科技信贷对资产价格的弹性，以及机器学习信贷分配的赢家和输家

Frost 等（2019）使用了 Mercado Credito 的数据，该公司在电子商务平台 Merca

do Libre 上为阿根廷的小企业提供信贷额度。他们发现，在预测损失率方面，基于大

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信用评分技术迄今为止的表现优于信用局的评级。这里的一个关键问

题是，这种优异表现能否在整个商业和金融周期内持续下去。事实上，金融科技信贷可

能引发新的不谨慎的冒险行为，一旦出现不利冲击，就需要对这些行为进行测试。例如，

De Roure 等（2016）发现德国的网络借贷机构以银行贷款替代了高风险的消费贷款。

对于美国的消费信贷市场，Tang（2019）发现网络借贷通过服务于边际借款人代替了银

行借贷，但在贷款方面补充了银行借贷。有趣的是，在线放贷者的表现似乎取决于在线

放贷者所能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一些文献着重研究数字软信息的信息内容和信用表现。Dorfleitner 等（2016）研

究了 P2P 贷款申请和融资软因素与违约结果之间的关系。利用欧洲两大主流 P2P 借贷平

台 Smava 和 Auxmoney 的数据，他们发现软因素会影响融资概率，但不会影响违约概率。

Jagtiani 和 Lemieux （2018a）发现，基于替代数据分配的评级等级在预测贷款发放后

两年的业绩方面表现良好。使用替代数据使得一些按传统标准被列为次级的借款人被划

分为“更好”的贷款等级，使他们能够从较低的信贷价格中获益。此外，由于同样的违

约风险，消费者从 LendingClub 贷款比从信用卡借款支付的利差要小。Berg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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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数字足迹是违约率的良好预测指标。从数字足迹中分析简单、容易获取的变量等

于或优于从信用局分数中得到的信息。

另一些文献分析了不公平的价格歧视。特别是，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可能并不像乍

一看它们的数学本质那样中立。尽管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

被输入种族、宗教、性别或残疾等受保护的特征，但它们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三角分析。

利用美国抵押贷款数据，Fuster 等（2019）发现，在信用评分模型中引入机器学习，

黑人和西班牙裔借贷者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更小，这表明该算法可能会在不同群体中产生

不同效应，并加剧不平等（见图 1右侧面板，取自他们的研究）。垂直实线左边的借款

人代表“赢家”，根据更复杂的算法，他们的风险比传统模型要低。从这条线上的累计

份额来看，本文可以看到 65%的非西班牙裔和亚裔白人借贷者获胜，而黑人和西班牙裔

借贷者获胜的比例约为 50%。

3.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获取了中国一家领先发展的金融科技公司2017年 5月至2017年 9月的自营贷

款交易数据，客户需要向金融科技公司提供银行信用卡信息和额外的非传统信息（通过

平台服务），才能通过平台获得授信。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根据机器学习技术和客户提供

的信息（通过他们的信用卡交易、手机上的数字应用程序和电子商务平台数据）为每位

客户计算一个信用评分，以评估风险。

本文试图将通过传统银行观察到的信用评分、信用卡信息与通过社交媒体和平台使

用获得的非传统信息内容分开。

金融科技公司根据金融科技评分来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但是，门槛值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根据一般的经济和资金条件进行调整的。例如，2017 年 11 月监管改革后，信用状

况恶化，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就提高了信用评分的门槛。本文将在稍后的文章中对此进行

更详细的解释。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个人贷款期限最长为 24 个月，不过绝大多数（超过 80%）

都是一年期。为了分析业绩，本文还使用了截至 2018 年 10 月的贷款偿还记录，以评估

该金融科技公司的贷款违约和损失。表 1提供了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些变量存在极端的异常值。例如，过去一年信用卡的平均使用频率为 6.65 次，

但最大使用频率为 2637 次。同时，有些客户的信用卡拖欠次数非常高（如过去 3个月

31 次），最高还款为 130 万元人民币，而平均为 15 万元。与自变量具有更多“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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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情况相比，变量偏态会导致简单的“线性”模型表现更差。因此，本文对变量空

缺值进行删除和异常值进行 1%双缩尾处理。

表 1 描述性统计

4.不同信用评分模型之间的比较

4.1 实证方法

首先，评估金融科技的信用评分模型（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是否比线性模型（基

于传统和非传统数据）更能预测借款人的损失和违约。

第一，评估不同模型预测总损失的可靠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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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t表示发放贷款损失率。第一个信息集包含借款人 i在时间 t的金融科技信用

评分（CSi,t），第二个信息集包含借款人 i在时间 t通过信用卡借贷的向量集（Xi,t），银

行通常也可以使用这组传统信息。第三个信息集还包括一个非传统变量（Yi,t）的向量

集，由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客户的手机 app 和他们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活动获取。所有的

模型包括省固定效应（μp）和时间固定效应（μT）和误差项。公式（1）到（3）使用

tobit 模型估计了数据的截尾性质（0或正）。

第二组方程是

（Di,t）表明借款人的贷款违约概率（和产生损失）。公式（1’）到（3’）是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的。对于大样本规模，logit 模型比 probit 模型更合适。

综上所述，本文考虑了具有不同信息集的三种不同模型。模型 I仅使用 fintech 评

分作为自变量，而模型Ⅱ仅使用传统银行类型信息集作为自变量。模型Ⅲ将传统和非传

统信息作为自变量。本文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模型Ⅱ和模型Ⅲ，本文使用了与机器学习

模型相同的解释变量（13 个传统变量和 7个非传统变量）。

值得强调的是，这三种模型的比较并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科技

信用评分（模型 I）是“样本外”测试的，而模型Ⅱ和模型Ⅲ是“样本内”估计的。所

以这在原则上会对模型 I产生偏见。另一方面，模型 I使用了比模型Ⅱ和模型Ⅲ使用的

更多的数据进行训练，所以这可能是它表现更好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在模型Ⅱ和模

型Ⅲ中，本文使用机器学习模型选用的同一组数据，假设它们也是线性模型的最佳数据。

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一节中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4.2 实证结果

表 2给出了考虑三种不同信息集的方程（1）至（3）的结果。第一列中是只使用 f

intech信用评分数作为独立变量的模型 I回归结果,而第二列提供了使用模型Ⅱ传统的

信用卡信息作为独立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三列提供使用所有变量模型Ⅲ的回归结果。模

型使用 tobit 回归模型估计。fintech 评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损失率预测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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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非传统信息也很有用。然而，模型 I（0.0367）的 R
2
几乎是模型Ⅲ（0.0217）的

两倍。

表 2 损失率回归结果

表 3的结构与表 2类似，但给出了公式（1 '）到（3 '）的估计，即客户违约的概

率。表 3中的所有模型都是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的。与表 2一致的是，仅

使用 fintech 信用评分的模型 I的 R
2
最高，为 0.0399。模型Ⅱ的 R

2
为 0.0180，而模型

Ⅲ的 R
2
为 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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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违约率回归结果

图 2和表 4给出了具有不同信息集的三种模型的比较。图 2为各模型的接受者操作

特征（ROC）曲线。ROC 曲线是通过绘制不同阈值设置下的真阳性率（TPR）与假阳性率

（FPR）之比而得到的。TPR 也被称为敏感度。FPR 也被称为落出或误报概率，可以计算

为（1−特异性）。表 4报告了每种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AUROC 是一个广泛

使用的衡量标准，用于判断信用评分的歧视性权力。AUROC 范围从 50%（纯随机预测）

到 100%（完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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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模型的 ROC 曲线

表 4 三种不同模式之间的一场比赛

图 2左侧报告了三个不同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模型 I的性能优于其他两种模

型，其次是模型Ⅲ。模型Ⅱ的表现最差。这意味着基于 fintech 信用评分的模型（模型

I）比使用银行类型信息的传统模型（模型Ⅱ）能更好地预测借款人的违约率。但是，

使用机器学习技术的模型 I也优于同样使用非传统信息的 logit 回归（模型Ⅲ）。金融

科技公司在预测违约方面的更好表现可能取决于以下两方面:（i）相比于模型Ⅱ或Ⅲ，

变量的特定选择更适合于模型 I；（ⅱ）机器学习技术的使用能够捕捉变量之间的非线

性关系。三个模型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非传统数据和机器学习对预测能力的贡献，

非传统数据增加了 2.2%的 AUROC（=（0.607-0.5939）/0.5939），而机器学习技术增加

了 5.3%的 AUROC（=（0.6391-0.607）/0.607）。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两次测试。首先，本文考虑了三种不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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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预期违约率在整个原始样本和 winsorised 样本上的分布。图 3中报告的结果表明，

模型 I比模型Ⅱ和模型Ⅲ具有更大的区分能力（即预期违约率包含更大一组可信的数

据）。

图 3 三种模型的预期违约率分布

其次，本文使用利率的信息内容进行了类似的测试。特别是，由于利率与金融科技

评分高度相关，本文在模型Ⅱ和模型Ⅲ中纳入了利率对信用评分的回归残差。测试的目

的是为了控制这样一个事实，即利率可以考虑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包括在解释变量

列表中，但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其评估中使用。从图 2的第二个面板和表 4的第二个面

板可以看出，结果在定性上非常相似。

5.（外源性）监管规则发生变化时模型的表现

在这一节中，本文想要测试模型在监管规则发生外源性变化时的表现。当前的争论

突出了机器学习模型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些文献强调，机器学习技术只能

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有用——但在金融应用中往往不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机器学习，特别是监督学习，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有固定模式的应用中。

例如，当进行 CT 扫描时，本文知道训练有素的医生每次在扫描中看到某种模式时都会

做出同样的诊断。对财务数据的申请不符合这种稳定通信的情况。例如，在信用评分中，

借款人的特征与他们是否违约或拖欠债务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稳定。因此，机器学

习模型在压力情况下的表现仍有待充分探索。

在本节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监管变化对信用评分模型绩效的影响。2017 年 11 月 1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草案，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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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子银行业的关键组成部分。新规影响了 15 万亿美元的资产

管理产品，其主要目的是统一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做法。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出乎意料，

并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起，金

融机构不得利用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也不得为其他机构（如金融

科技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以规避监管。新规定对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资来源产生了巨

大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还对 P2P 借贷公司收取的利率进行了限制。所有的年化利率（包

括贷款的预付费用）都不超过 36%。2017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有关网络小额贷款的严格规定，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新规的影

响。

图 4 对中国经济的信贷总额（年信贷增长）

监管改革的影响是减少了贷款供应，特别是对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图 4显示，在这

些监管改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信贷增速下降了 4个百分点。此外，对高

风险借款人的信贷额度展期突然冻结，导致许多独资企业违约。图 5的直方图显示，本

研究分析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贷款违约率在 2017 年 12 月底上升了 3个百分点，一年

后平稳下降到冲击前的水平。一些借贷者可能也有策略性违约，特别是那些利率超过 3

6%、信用不能在相同条件下展期的借贷者。图 5中的线条表明，利率超过 36%的借款人

的违约率与其他借款人的违约率类似，尽管由于相关风险较高，在结构上较高。

利用贷款还款记录计算三个模型在每个月的歧视性幂次（模型一:fintech 评分；

模式二:传统信息；型号三:所有信息）。判别能力是通过 ROC 曲线下的面积（AUROC）来

衡量的。图 6显示了结果。纵线代表监管冲击的日期。本文发现，在监管变化前，模型

I和模型Ⅲ的表现优于模型Ⅱ，且模型 I和模型Ⅲ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文发现，

在监管冲击之后，三种模式的歧视能力都有所下降。但相对而言，模型 I优于模型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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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Ⅲ。

图 5 该金融科技公司的违约率

图 6 监管冲击前后各模式的歧视性权力

图 7显示了模型 I（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获得的信用评分）与模型Ⅱ（传统银行模

型）的区分能力差距。本文把这个缺口分解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浅蓝色）非传统信息

提供的增值（模型Ⅱ和Ⅲ）之间的差距。第二部分（深蓝色）是获得从机器学习技术提

供的增值（模型 I和模型Ⅲ之间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非传统信息是模型 I在冲击

前优于模型Ⅱ的主要原因。在这次冲击之后，机器学习技术的贡献尤其重要。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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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机器学习技术可以从压力时期的变量中挖掘出更丰富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

模型的非线性，它更好地捕捉了监管冲击后的动态关系。

令人担忧的是，上述结果仅适用于估计期间（2017 年 5 月-2017 年 9 月），通过估

计不同时期的 logit 模型可以获得不同的结果。因此，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金融

科技公司 1万名客户的随机样本，估计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 logit 模型

的系数。然后，本文将这些系数应用于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借款人的解释变

量，以验证任何可能的变化。图 8中报道的结果表明，相对而言，模型 I在“正常”时

期的表现也优于模型Ⅲ，但在监管冲击后，两种模型之间的差异显著扩大。

图 7 机器学习和非传统信息的贡献占比为 1%

图 8

另一个可能关注的问题是性别变量在评价模型二和模型三之间的差异方面的作用。

在目前所呈现的结果中，本文考虑了非传统信息中的性别变量。出于对歧视问题的考虑，

银行可能不会将这一变量包括在传统信息中。然而，借款人的性别很容易被发现，而且

可以提供大量信息。因此，通过在传统信息中包含性别变量，本文重新运行了这个模型。

图 9报告的结果表明，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监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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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后的损失和违约。然而，模型Ⅱ和模型Ⅲ之间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明显。

图 9 在传统信息中包含性别的稳健性检验

图 10 稳健性检查:贷款期限为一年

本文还对不同期限的贷款进行了一些检查。特别地，80.3%的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

5.4%为 12 至 18 个月，14.3%为 18 至 24 个月。由于本文评估的是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的贷款，到 2018 年 10 月，本文只能观察到到期期限为一年的贷款的全生命

周期。出于这个原因，本文只对期限不超过一年的贷款进行了同样的结构性断裂分析。

这些贷款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被观察。（上次在 2017 年 9 月延长的信贷额度将于 2018

年 10 月到期。）这个测试的结果报告在图 10 中，并且在质量上非常相似。这也与统计

观察结果一致，即大多数违约发生在贷款合同的头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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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检验表明，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监管冲击后的损失和违约，这

一结果似乎相当稳健。本文通过考虑三种不同模型在冲击前后两个月窗口内的违约贷款

来观察这方面。特别是，图 11 绘制了监管冲击前后三种模型的预期违约率的分布。冲

击前的样本包括 2017年 10月和 11月，冲击后的样本包括2017 年 12月和 2018年 1月。

如果冲击不影响模型的预测能力，两个样本的分布应该不会有显著差异。从图 11 可以

看出，基于 fintech 信用模型的分布在性质上非常相似，而基于模型Ⅱ和模型Ⅲ的分布

在冲击后向左移动。这意味着，在冲击之前，这些模型对客户偿还贷款的能力过于乐观。

表 5使用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报告了更精确的评估。因变量是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这四个月的预期违约率。右边包含了一个虚拟变量，它在冲击后时期取 1的值。对于

模型Ⅱ和模型Ⅲ，虚拟变量在所有分位数上均为负值，说明在传统模型上，冲击后违约

的人预期违约率更低。也就是说，那些在传统模型基础上评价更高的人会违约。这一效

应在金融科技信贷模型中不显著，说明稳定性更强。

图 11 冲击前后预期违约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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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冲击前后分位数回归

6.信用评分和关系借贷

传统上，金融服务（贷款、保险、财富管理等）的提供依赖于信任和人际互动——

它们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相比之下，金融科技贷款是基于交易的，不涉及人为干预，也

不涉及与客户的长期关系。

金融科技贷款机构提供的贷款严格来说是交易性的，通常是短期信贷额度，如果客

户的状况恶化，这些额度可以自动削减。因此，研究具有不同信用历史的客户的模型性

能如何演变是有趣的。

图 12 强调了使用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信用评分技术的模型的比较优势是如何

随着银行和客户之间关系的长度所改变。本文使用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长度来计算

借款人的信用历史。这是因为借款人通常首先与银行建立信用关系。特别地，本文使用

银行账户开立后的月份数作为银行-客户关系的代理。本文根据关系的长度将样本分为

10 个十分位数，并计算了三个模型对 10 个不同部分的预测能力（水平和差距）。本文

发现，三种模型（由 AUROC 测量）的性能随着关系长度的增加而提高（参见图 12，左

侧面板）。图 12 的右边,本文比较模型的预测能力基于 fintech 得分（模型 I）,只考虑

传统信息（模型 2）和包括所有信息（模型Ⅲ）。有趣的是，在银行-客户关系水平较低

的情况下，模型 I相对于模型Ⅱ和模型Ⅲ的比较优势往往会增加。但当关系增强时，模

型 I与其他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减小。这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长期关系往往会减轻信息

不对称问题的观点相吻合。这也反映在借款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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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模型的预测能力和银行-客户关系的长度

7.结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和大数据的信用评分模型与传统的损失

和违约模型的预测能力。本文使用中国一家领先金融科技公司在交易层面的独特数据

集，测试不同模型在正常时期和经济受到冲击时预测损失和违约的性能。特别是，本文

分析了中国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外生）变化的案例，这一变化导致贷款收缩和信贷环境

恶化。

研究发现，在信贷总量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模型比传

统模型更能预测损失和违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机器学习可以更好地利用一段时间内变

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对不同类型数据的分析，发现来自手机应用和电子商务平台

的非传统信息具有很高的预测价值。最后，对于信用历史较长的借款人来说，使用基于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金融科技信用评分技术的模型的比较优势往往会下降。

原文链接：https://www.bis.org/publ/work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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