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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tech 和金融的未来 

 

☉执笔人：邱明，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来源于金融监管沙龙第 5 期“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金融业务”发言整理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承办的金

融监管沙龙第 5 期“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金融业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会议室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

涛和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何海锋主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蚂蚁金服、度小满

金融、京东数字、小米金融、腾讯研究院、美团点评等金融和法律界学者和实务专家

与会，共同展开对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金融业务相关问题的探讨。 

发言全文如下：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这个沙龙，前面几期的沙龙也参加过好几次，今天来的行业的代

表特别全，还有监管的代表以及学界的代表，说明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讲的是 Bigtech 和金融的未来，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为

什么现在这么关心大科技公司做金融的业务，是因为通过这些技术的平台，通过这些

业务模式我们希望看到金融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这是上个星期三，最近一期在国际监管层面关于 Bigtech 金融的讨论，它的话题就

是 Bigtech 和金融的未来，这个是在 IMF 的年会上专门的座谈会，向全球直播，大家

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在这之前，大概 6 月份到 7 月份左右，BIS（国际清算银行）在他

的年报当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在讲 Bigtech 金融对于大科技公司做的金融，对于

金融的中介、对于金融整个结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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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全球直播的，除了主持人以外，主要有四个重要的嘉宾，第一位是 David 

Lipton，Christine Lagarde 去了欧洲央行以后，David Lipton 在主持 IMF 的工作。Jason 

Furman 是学界，Mark Carney 是英国央行，他是一个加拿大人，有说法在政治上也有

想法。所以如果大家关心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未来的发展，数字货币对于金融稳定等等，

Mark Carney 发表了很多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和美国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的，直接在国

际场合就讲美元的霸权，他讲到怎么样在多极的社会当中能够确立一个平衡的货币体

系，尤其是现在我们货币的体系在从电子货币迈向数字货币，他认为迈向数字货币是

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美国国内监管上的阻力，但是他的基本观

点是，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监管让它发展得更好。David Marcus

在推动数字货币的事情。Nandan Nilekani 代表印度，Bigtech 有一个对应的我们叫

FinTech，金融科技是什么？他说金融科技是对金融的业务当中从你的技术到流程到商

业模式，所有的都用创新的手法进行改造。Bigtech 是一个非正式的定义，美国就是发

展 FaceBook、Google、亚马逊，中国有 BAT，后面加了一个 BATH，加了一个华为，所

以 Bigtech 有不同的定义。Nandan 介绍了很多印度。 

我们需要讲一下技术的方案，因为 Bigtech 金融牵涉到了很多方面不同层次，第一

个就是技术，由于 Bigtech 拥有了技术，所以指出未来金融发展的方向。当然 Bigtech

除了技术之外还有生态，几亿甚至几十亿用户的生态，Bigtech 当然还有资金，每一个

算是 Bigtech 的企业，基本上的市值都是几千个亿甚至上万亿美元。所以 Bigtech 在金

融的业务在全球范围之内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中国的大科技方案，几个星期之前 OceanBase在分布式数据库方面在国际上得的奖。

第二阿里的云平台在国际上排在第三位。还有我们讲网络安全技术，因为有一些讨论，

现在数据的集中度，因为有海量的数据集中在大科技公司的手里，所以会造成更多的

危险，数据有更多泄露的数据，一讲就讲到 FaceBook，如果我们讲网络的安全性，讲

到技术的先进性，能够真正把用户的数据安全保护好，谁最有能力？实际上是 Bigtech，

实际上是大科技公司的网络安全的能力最有能力。比如整个阿里系每一天会遭到 50

亿次的网络攻击，但是阿里系的网络从来没有被攻破过，这就是网络安全的能力。 

美国大科技公司的方案我们很容易理解，Amazon 本来就是云第一。Google 是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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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现在最重要的 FaceBook 的 Libra，它指向的是通向数据经济时代原生态的货

币，所谓的数字货币。大科技公司是面向未来一整套新的技术方案，不仅仅是基于区

块链，面向未来数字经济的一个技术方案。 

印度的大科技公司，是印度的国家的力量在驱动。国家的力量驱动大规模的生物识

别，实际上就是刷脸，还有指纹。印度中心化的 IT 架构上实现大规模普惠性的金融基

础设施，有 12 亿人拥有数字身份证，当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生物识别数据库之后，可

以形成远程开户，可以有 eKYC，可以由所有银行监管合规的要求，可以远程开户实现

这种功能。对于印度来讲，基础设施很差，到一个银行去，到一个网点是很困难的事

情。这对中国来讲也有一个启示。同时做了一个统一的支付界面，各个科技公司可以

接入进来开发他自己的产品。 

我讲这三个方案想讲的是，大科技公司做金融不是国内的问题，牵涉到全球竞争的

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关注？现在在国际的层面其实是没有中国的代表，或者说

很少有中国的代表参与，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提出来，中国的阿里巴巴的支

付宝，腾讯的微信支付，但是没有代表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

们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参与

这些讨论。尤其是希望学界的很多成果，我们将很深入的全球先进的成果提供给监管

部门，因为有很多场合他会邀请到中国的监管部门去参加，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

样的能力。 

2019 年年底讨论 Bigtech 金融，这个概念是 2017 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当中第一次出现

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头第一次把 Bigtech 单独拎出来，因为以前讲的都是金融科

技，把现在整个金融界的生态列位比如说所谓的现存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

然后是 FinTech，然后是 Bigtech 大科技公司，还有金融监管，还有一个第五方就是金

融消费者。这个构成了现在整个金融的生态圈，它分析的是，Bigtech 当你有强大的技

术能力，当你有几个亿、几十个亿的用户，在进入到金融生态的时候，它牵涉到了整

个金融生态的改变。在这个里头提出来一些问题，比如说由于 Bigtech 的技术能力太

强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如果金融公司在使用你的技术的时候，会不会丧

失自己对技术发展的主导权？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才，他会大量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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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最顶尖的人才。比如说对于所有金融机构数据的风险等等。2017 年之后，2018 年

年底，在国内的监管层和学界层都已经提出来一些关于 Bigtech 的问题，当然主要的

观点是海外讨论的。 

上个礼拜三的那次讨论，Jason 谈到第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对于现存的金融

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Bigtech 会进来什么？这就是一个竞合关系，Jason 讲的竞

争与合作长期存在，Bigtech 金融我们可能看到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共存，主

要的关系竞争与合作两种力量哪个更强？他认为合作大于竞争，尤其是在这当中，我

们可能不能够用传统的市场集中度的角度，因为用市场集中度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很

容易得到一个共谋，或者说一块儿来垄断。因为是大科技公司本来市场份额就很大，

当他如果跟比如大金融，比如银行业集中度前十名占 70%、80%以上，Jason 还是合作

大于竞争，大的金融不会被 Bigtech 所替代掉。 

Mark Careny 代表金融监管，他讲到金融中性的问题。Bigtech 是持牌经营，除了

Bigtech 在很早期在中国的情况，国际上尤其是要在欧美，Bigtech 金融业务都是持牌

经营，持牌经营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讲是所谓的技术中性，做什么样的业务用同样的监

管方案。因为现在也有一定的说法，要不要对于 Bigtech 专门的出来一整套监管方案，

Mark Careny 讲到不需要，技术中性已经可以监管 Bigtech 在金融方面的行为。 

Bigtech 金融有没有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战略独立性，这里举出来几个数据，总得观点

还是小。Bigtech 金融真正做金融业务的数量还是小。比如说支付，第三方支付虽然在

中国占的量非常大，但是在整个支付行业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在资产管理，

全球范围之内的资产管理用到科技的技术和大科技公司的技术大概也就 3000 亿到

6000 亿美元之间，全球资产管理市场超过 1000 万亿美元，大概 0.3%到 0.6%。全球信

贷市场当中，真正的金融科技的信贷大概占到 1-1.5%，其中大科技占到的信贷在 1%

以下。整个在金融行业所占到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但是由于是用技术的能力来发展，

所以代表了未来的趋势。 

大科技公司做金融不是为了做金融而做金融。我们可以理解到所有的大科技公司本

身都有他的数字生态，数字生态做金融是为了补齐数字生态当中的一环，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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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让整个数字生态的价值最大化。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有美团的同学来，大家

都可以理解，当你做互联网公司，尤其当你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时候，你做金融倒不一

定是为了获取金融的利润或者数去金融多少的资产，而是说当形成一个所谓的闭环让

客户体验。这里看到几乎所有的大科技公司业务演进都是同样的，从支付开始，到融

资，到资产配置，到风险分散，支付、信贷、财富管理到保险。后面是中国金融七张

主要的核心牌照。 

大科技公司做金融有很大的困难，几个维度，第一没有人才，没有这个专业性；第

二当真正要做金融产品的时候，一般金融产品持有时间越长，复杂程度越高，专业性

越强，需要资本金，需要金融的监管，所以真正的大科技公司做金融都是所谓的轻资

产，要做非常简单的互联网化的金融产品。在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引申，大科技公司做

的金融和金融机构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如果说是比较复杂的金融产品，

一般来讲复杂的金融产品带来的是更高的利润，这些更专业性或者更重一点的产品可

以留给金融机构去做，大科技公司做的是客户的体验，客户的触达，通过数据提供服

务。 

前面讲到的都是中国的经验，下面讲一下国际的经验，尤其是印度。印度的普惠金

融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ID 和 eKYC，有一个巨大 ID 数据库而且这里头有面部识别、

有指纹等等生物信息。第二部分就是做支付，做了一个印度内部统一的平台，在这个

平台上允许这些科技公司来接入，你可以接入这个平台获取这些人的信息，你就可以

来做 APP。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国家范围之内拥有完整的金融数据流动的框架，做到了

数据可携带性，数据拥有性有一点问题，还没有完全做到像欧盟 GDPR 的要求，但是

在它的技术架构上有数据携带性。现在有 10 亿人 5000 万个企业以个人和企业名义在

任何地方获取自己的数据，然后把数据送到任何想要的地方，尤其想借贷款，把自己

的数据送给贷款的公司，贷款的公司用机器学习或者其他算法，就可以计算出来给他

放多少贷款。 

Libra 讲到的是在普惠金融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连接性，第二是身份，第三

是访问权。连接性比较容易理解，只要能够做出来一个全球性的区块链的网络，区块

链因为是一个账本，所以全部都连接起来。第二身份，你是 Libra 的话，是 FaceBook



 

 
 6 / 9 

No.201959 

 

 

的用户，用户的账户原来是一个弱 KYC，所以需要用一些技术让身份认证能够达到 KYC

的水平。Libra 真正关注的是通过合作开放的方式，使第二个问题身份没有漏洞。第三

数据的访问权，数据的访问权 FaceBook 是放弃了，公开承诺会放弃来获得用户支付

的数据，虽然是通过 Libra 区块链的网络，他不去获得那个数据。Libra 在 FaceBook 谈

到非常多的是一种普惠性，而且这种普惠性是全球普惠性，全球普惠性一旦实现以后，

全球性几十亿人的数字经济的生态就可以开始运转起来。 

金融机构和大科技金融优势和劣势的互补，网商银行里头发放贷款的小微企业用户

和银行是 10%，阿里小贷 2010 年开始 9 年多时间之内服务了 2000 万家以上的小微企

业，发放贷款 4 万亿人民币，2000 万家企业我们做了重复度分析，和银行重复只有

10%，大量小微企业在银行里头仅仅是个人，而不是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尤其大科技

金融，在金融业务提供方面一定不是按照金融机构的方式。Eric 经常讲，蚂蚁金服不

是一家金融机构，更不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平台，以平台方式为用户提供金融服务，

所以必然和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金融的资源。 

BIS4 月份发表的论文，利用了蚂蚁金服的数据，发现信贷有助于公司线上产品销售

合供应。也就是说，当你获得了蚂蚁金服的线上贷款以后，电子商务的公司在第一年

的销售可以提升 70%。 

北大国发院的一个报告，讲到大科技公司和科技公司的信贷或者是金融服务越高，

对促进地区性的就业，数字金融的指数每增长 1 个单位，新增企业增加 0.44%。 

最近讲到跨越胡焕庸线，就是 400 毫米降水线。2018 年过了 7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在全球已经比较平衡。在宁夏、甘肃这些传统认为比较落后、不容易发展的欠发达

地区通过数字金融的力量，也可以让他们享受到红利。 

大科技对于利率和货币传导的作用，这里也是从监管也好，学界也好非常关心的，

当大科技做金融，由于有了海量的用户，由于有了技术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影响到货

币流转的速度，有没有可能影响到货币传导的机制，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利率产生的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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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货币流通的速度主要是由一国的经济情况，通胀率和货币总量决定，移动

支付可能提升资金交易的效率，但并不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流通的速度。这里讲的是传

统的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把备付金在中央央行沉淀下来之后电子支付，主要在

M0、M1、M2，不同的货币形式当中进行不断的切换，再进行流转。从整个中国的经

济体角度来分析，对于货币流动速度的影响非常小。 

比如说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里头的现金到底是从物理的现金还是银行的存款，还是

其他的账户里头把资金拨出来，这里头不同的资金拨付出来沉淀到央行的账户里面所

造成的货币扩张影响是不一样的，总得分析来讲，比较少。 

货币市场基金促进利率市场化，大科技公司如果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一个存款账户，

但是可以通过证券的产品，比如说货币市场基金的证券类产品，把资金沉淀到他的系

统之内。这些货币市场基金的存在，对于比如说银行流动性的水平，对于 M2 的水平，

以及对于微观利率的敏感性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在国内分析，肯定是在促进利率市

场化，促进整个借贷利率的敏感性。 

Libra 的发行与传统的法币的发行，从发行主体、货币流网络、网络成员机构、终端

客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基础架构是不一样的，由于基础的技术架构不一样，会造成

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会造成全球范围之内的可信任的价值传输平台，全球范围内可

信任的价值传输平台在现在的法币体系下很难做到，唯一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能相信的

就是美元，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不同的一个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中国需要怎

么做？这是有一些量化的分析，我们研究，根据 Libra 的比例进行计算，因为我们没

办法算为，算过去四年当中以不同的法币来报价，比如美元、欧元、新加坡元、英镑、

日元，根据不同法币报价根据过去四年利率波动算出来它的投资性，哪一类投资当中

需要损失多少然钱，有可能造成储备货币不足，储备货币本身的资产价值没有办法来

支撑 Libra 本身的报价。因为一旦把规则出来，报价是透明的，公开的，但是储备资

产的价值跟投资没有关系，跟投资的标的有关系。 

大数据金融稳定性，大科技金融还是在传统的 IT 架构，只是支付生态的一部分，对

于信贷的周期性取决于不同的大科技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蚂蚁，看到了阿里，蚂



 

 
 8 / 9 

No.201959 

 

 

蚁和阿里的信贷大量的小微企业不是制造业，而是跟我们的衣食住行，路边摊、菜贩

子等等，网商银行的数据呈现出来弱的逆周期性。 

传染性，到目前为止，大科技由于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定价，也没有进入资本市场

所谓重资产的交易，所以现在唯一对大科技认为传染性就是系统性风险，很大程度上

是声誉风险，你认为大科技公司由于某些原因产生了问题，尤其是货币市场资金大量

的抽取，有可能造成挤兑效应。所以传染性是一种假象。 

改变金融加速器，讲到信贷逆周期性，大科技金融的声誉风险可能造成流动性的风

险，但这是可控的。下面讲到消费者权益保护，隐私保护方面的问题。Jason 说到大

数据的信息技术是基础。欧洲的 GDPR 讲到个人数据属于个人，美国的原则，数收集

了数据，谁投入了资源就属于谁，但需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权益。 

数据交互的操作性、移动性、开放性会带来更多的竞争，竞争是推动创新的关键。

Marcus 讲的 Libra 的质疑，主要是放弃，第二是放弃据数据的控制权。 

监管竞争性行为，大科技公司有没有利用数据的优势建立垄断的权利，以及会不会

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这里有一些分析，而且这些分析也并不完全，还有很多学界尤

其是金融法学界有很多可以来研究的方向。 

我就结束了今天的讲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都研究出来一百多个点，因为

这里是未来金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希望业界、学界、监管界可以联合起来，尤其

当我们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框架，当我们真正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时候，我们代表

中国走到国际上去参与这么一个正在发生的国际竞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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