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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3.0 时代风险投资
机构视角下的投资机会

陈桂成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升级、运营效率的提升和业务需求的创新经历了三个时代，各时代在行业

发展的驱动力下分别诞生了多家优秀金融科技企业。中国目前正处于金融科技 3.0 时代当中，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来实现数据驱动金融业务创新。本文将基于宏观、中观及微观的角度，以风险投资机构的视角来

简析金融科技 3.0 时代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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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科技的概念

金融科技可以简单理解为“金融＋科技”，是指利用

各种科技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使其提升效率

和降低成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对金融科技的定义是：金融

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

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

提质增效。

对于金融科技的定义，行业中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1.1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行业本质就是 IT 行业

金融科技本质上就是信息技术，因为金融行业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 IT 行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说明：

第一，金融行业早期处理的金钱是黄金、钱币、现金等，

但现在处理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 M1、M2，由于电子

计算机的普及，基本都变成电子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第三

方支付牌照放开后，让移动支付无处不在，同时进入商家、

进入家庭，使得所有的金钱交易都在手机等计算终端中进行。

第二，金融产品的定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

的决策分析，换句话说也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行业。如目前

的线上贷款产品，客户可在线进行贷款产品的申请，后台

在获得客户的授权后，查询征信系统、公安系统及消费行

为等多方面信息，并将该信息输入既定的风控模型，从而

得出贷款的额度。

第三，金融交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

运作，依托于 IT 系统和通信系统。金融交易包括资金转账，

股票债券、公募基金、理财产品及保险等金融产品购买及

结算。在互联网时代，金融交易主要依靠计算机的软件和

通信网络来实现，如银行转账可通过银行各自的网站主页

进行，股票交易可通过计算机的软件进行；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金融交易主要依靠移动终端的 APP 和通信网络来实

现，如转账可通过银行的 APP 实现，股票交易可通过券商

的 APP 实现等。由此可知金融交易的处理主要依托于 IT 系

统和通信系统。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行业跟 IT 技术的发

展密切相关。

1.2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科技就是科技赋能金融

金融行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科技是一种技术手段

和工具，通过科技可以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把

控风险，科技是辅助、服务金融机构的角色。信息化只是

将原本手工处理的信息搬到计算机里面，工作人员可以从

传统的线下手工作业模式往高效的线上工作转移。通过线

上作业，可以把很多信息搬至线上，并实现可视化，让信

息无边界，随时随地可以查看。但这些信息之间是个孤岛，

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于是可以通过科技赋能，找寻信息之

间的联系，进一步提升业务处理的效率和降低成本。如数

据中台，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能够高效

地将数据进行采集和存储，让业务部门可以很方便地理解

和处理数据。数据中台将业务部门所需要用到的数据进行

统一整理，形成一个数据模块并打上标签，而非一个个孤

立的数据，这样在不同业务部门的流转中，可以避免重复

梳理数据的工作，以及能让不同业务部门更简单地看懂数

据。如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

智能化软件，通过模拟和增强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过程，

实现工作流程的自动化，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数据的结

构化、进行有效处理，以及高效迁移等。证券公司每天都

需要向中登公司发送结算登记，银行每天都需要向银保监

会发送资金账户数据等，该类机械式、重复的工作都可以

通过 RPA 实现 [1]。通过科技赋能，使得金融机构的作业效

率得到提升。

1.3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利用科技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科技就是利用技术带来金融创新，通过技术创造

新的金融产品、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从而对金融市场的

服务模式产生重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在信息化不断普及的

早期阶段，更关注的是降本增效，但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得不通过科技来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寻求更大的发展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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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以依靠更多元的场景以及更多维的

数据来对产品进行定制，如保险中电商行业的运费险、电

子产品的延保以及外卖骑士的意外险等，都是根据具体场

景的需求，而诞生出来新的保险产品。

业务模式的创新主要通过新的展业工具来实现，如向

保险业务员提供更高级的展业工具，可以提升其转化率。

保险业务员通过该工具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险产品来源、更

全面的产品对比以及更高效管理客户的方式，从而提升了

工作效率，该工具改变了传统的人工开展业务模式。

风控模式的创新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维的信息来对客户

的风险进行把控，如客户需要申请贷款产品，在获得客户

的授权后，除了查询该客户在金融机构、征信系统及公安

系统的数据外，还能获取该客户在互联网的消费行为等数

据，对客户进行一个更全面的评级 [2]。

上述三种观点对金融科技的定义都是正确的，只是在

不同发展阶段下演化和迭代的结果而已。

2 金融科技的三个发展阶段

2.1 金融科技 1.0 时代——信息化

2000-2010 年，整个世界都开始逐渐步入互联网时代，

金融市场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期间，

许多金融企业已经开始尝试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试图将

原本线下的作业方式搬到线上，从而提高业务开展的效率。

金融企业想要在信息化变迁的时代中获取优势，必须加强

内部信息化建设、金融产业创新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否则

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节奏，然而这又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

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手工计算被计算机替代，账簿

被电脑存储取代，金融科技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处

理效率。这个时代的核心关键词在于信息化，通过人工替

代和数据集中来实现。

2.2 金融科技 2.0 时代——移动化

2010-2015 年，在金融行业快速信息化的背景下，外

加我国为应对加入 WTO 后竞争格局的变化，同时在电子商

务普及以及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放开下，对金融机构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时代下，科技推动着金融行业

的产品设计创新、业务开展模式创新及服务范围创新，移

动化的技术使得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以及一站式综合金

融服务等业态得以快速发展。众多金融机构先后推出移动

APP 及网络贷款产品等，使得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得以

快速发展。这个时代的核心关键词在于移动化，通过移动

互联网实现。

2.3 金融科技 3.0 时代——数据化

2015-2020 年，随着 ABCD 技术（AI 人工智能、Block 

chain 区块链、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Big Data 大数据）

的成熟，以及与金融业务的深入融合，金融行业逐渐开始

进入数据驱动业务时代。如虚拟方式逐渐替代物理方式，

银行网点、柜台正在逐步减少，更多交易在线上完成；产

品化、平台化的金融业务模式逐渐替代传统方式，目前的

产品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且购买方式逐渐往平台化方向发

展；电商企业热衷于场景化互联网金融，如购买商品的分

期贷款、延保等。传统作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业务数据不

断得到沉淀，金融机构依托持续更新的业务数据，不断推

出创新产品、建立新的风控模型以及实现更具针对性的业

务模式。通过业务不断沉淀数据，同时数据不断反哺业务，

从而形成正向循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在于数据化，通过

ABCD 技术实现 [3]。

3 行业发展驱动力

3.1 长期驱动力为技术变迁

技术变迁是长期趋势，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土壤和

生长环境。每一次技术的升级，都会带来一个时代的变迁。

计算机技术催生了金融业务的电子化，使得工作效率得到

了提升，典型场景如内部记账、会计核算等；互联网技术

催生了金融业务的联网化，使得客户进行金融交易更加便

捷，典型场景如网上银行、证券交易；移动互联网技术催

生金融业务的随处连接，使得交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典

型场景如移动支付、互联网证券；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催生了由数据驱动的金融智能化，使得决策更加高效，典

型场景如智能客服、智能风控和智能投顾。

3.2 中期驱动力为政策驱动

金融行业作为强监管行业，监管机构出台新的政策，

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及业务的不断进步。

1990 年和 1991 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获得批准设立，

使得证券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催

生了一批如东方财富、同花顺和 Wind 资讯等产业链公司；

1997 年《证券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颁布，催生了公募

基金行业的诞生，围绕公募基金的投资、交易、估值、风

控及监管等需求，产业链上成长出一批如恒生电子、金证

股份、赢时胜等优秀的上市公司；2011 年央行下发首批第

三方支付牌照，围绕支付领域，诞生出一批如支付宝、财

付通等 2C 的超级巨头，以及拉卡拉、汇付天下等 2B 领域

的上市公司 [4]。

3.3 短期驱动力为金融业务需求的变化

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迫使金融机构借力技术驱动业

务创新，最终形成商业闭环。

宏观经济发展、全球产业链协同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因

素带来对新的金融科技的需求，进而催生出一批优秀企业。

在国内一批年轻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士对海外股票

投资的强烈需求下，出现了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等互联网

券商上市公司；随着年轻一代健康意识提升，以及对消费

的方便、快速等极致体验追求下，在互联网保险领域诞生

了众安保险、慧择保险等互联网保险上市公司；伴随着全

球贸易的加大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在跨境支付领域产生

了连连数字、PingPong 金融等支付领域独角兽公司 [5]。

4 风投机构视角下的投资机会

站在风险投资机构的角度，投资的是行业变化。金融

科技行业目前正处于 3.0 时代，该时代的核心关键在于移动

化往数据化的转变，而数据化的基础在于应用场景的变化

及技术的变迁，因此投资轴线主要围绕上述两个基础寻找

核心投资方向。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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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决策运用得较多。此外，应急管理产业发展起步较

晚，相关技术产品较少，上文提出的四种技术大多分离使

用，没有建立综合的、完整的防控体系，未来，在应急防

控体系建设方面还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加强信息共

享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融合这四种技术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时代及相关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再发

挥应急管理的优势，坚持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

分级负责和属地管理为主，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人民的诸多利益中，

生命安全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身体健康是人民幸福最基

础的保障。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做到生命至上；坚持生命

至上，才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 [7]。在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

防治中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预防和

控制两个阶段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 [8]，把应急防控作为全国人民的常态化措施，加强群众的

应急防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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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针对应用场景细分方向，重点投资机会如下：

4.1.1 银行科技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实时场景、产业生态、开

放融合的数字化经济正在快速地改变着银行业的商业模式、

市场环境和金融生态。可关注银行 300 万亿资产投放的转型，

以及业务全面线上化、数字化及智能化带来的系统性机会。

如营销获客、身份认证与反欺诈、智能风控、精细化运营、

普惠金融、小微信贷和跨境金融服务领域的创业公司。

4.1.2 证券 / 资管科技

资本市场机构化、净值化、量化 / 智能化及开放化，将

会对证券业 / 资产管理业 / 财富管理业带来全新挑战与机会。

可关注资本市场改革带来基础设施升级与重构的机会。金

融科技正在广泛应用于资产管理的各个业务环节，如提升

投研效率、解决行业中风险信息不共享及数据时效性低、

提升业务效率、更精准服务客户等。寻找 ABCD 技术在投

资研究、交易执行、数据处理、顾问服务和风险管理等方

面的优秀创业公司。

4.1.3 保险科技

基于保险密度 / 保险深度的巨大发展空间、人均 GDP 过

万（美元）、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80/90 后保险意识的提升，

以及低利率环境下保险对存款 / 理财的替代等综合因素，看

好保险长期发展的趋势。保险产品的制造逐渐从大规模制造

往定制化转移，程序化劳动逐渐往智能化转移，高价值环节

逐渐从制造往服务转移，因此可在创新渠道、定制化保险、

展业工具平台、智能保顾和智能理赔等方面寻找机会。

4.2 针对技术变迁（ABCD 技术）方向，重点投资
机会有四个

4.2.1 AI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最合适的应用领域之一就是金融行业，因为金

融行业是唯一实现纯数字化的领域。可以核心关注人脸识

别技术、声纹识别、语音识别、NLP、智能机器人和 OCR

技术在金融领域落地应用的创业公司。

4.2.2 Blockchain 区块链

可以关注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逐步落地应用带来的

相关机会，以及数字货币产业链的相关机会，如身份认证、

智能合约、加密算法、支付平台、银行 IT 和供应链金融等

方面。

4.2.3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

云计算技术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支撑着上层

应用的落地。云化、SaaS 化以及 IOT、产业互联网带来企

业业务、员工行为和数据的全面线上化，将衍生出支付、

信贷、现金管理、保险和员工福利等多种金融服务和金融

创新，可关注提供该类创新的创业公司。

4.2.4 Big Data 大数据

核心关注两类机会：一是对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

和计算等偏 IT 领域的技术创新；二是根据中央《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寻找在数

据开放趋势下，特别是政务数据开放趋势下，大数据对金

融行业全方位赋能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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