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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

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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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

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

共生共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

（诺贝尔奖得主）

Sir John Hick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refore had 

to wait for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before it could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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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数字技术整合经济生活的全链路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革命为基础，代表了商业的运营向数字化的转变，代表了技术融入社会乃至人体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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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否持续

数据来源：

1870-1970的经济革
命是独特的，不可重
复的。新技术的应用
领域不是那么广泛。

由于每个人都可以获
取知识，所以预期经
济繁荣还会有巨大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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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五轮康波

数据来源：麦迪逊， Devezas et al.,2017, Industry 4.0，p.14.

全球GDP增速的拐点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拐点

人类历史上的五轮康波

l 康波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提出
l 认为商品经济中存在一个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在这个

周期里：
l 前15年是衰退期；
l 接着20年是大量再投资期，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快速

发展；
l 后10年是过度建设期，过度建设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

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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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第六轮康波的起点

数据来源：Hirooka，2006；东方证券

第六轮康波的基础性创新是：

l 新材料（如纳米技术）
l 高端制造
l 航空航天
l 生物制药
l 基因工程
l 可控核聚变 
l 人工智能
l 物联网
l 量子计算
l 区块链



从商业变革到支付变革，支付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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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诺贝尔奖得产要素的流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17世纪初期
航海时代

19世纪
工业时代

20世纪中叶
信息时代

21世纪
数字时代

航海技术大发展 大规模生产 计算机、电话网络出现 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

支付跨国化、跨期化 支付体系化、规模化 支付个人化、全球化 支付多元化、便捷化

承担汇兑的银行运营而生 票据及支付清算体系诞生 信用卡等零售消费支付诞生 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诞生

人类之所以成为地球的王者，是因为文字和货币

文字使得大规模的社会协同和传承成为可能

货币使得交易和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进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从互联网+到智能+

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数字经济、智能+

智能技术是第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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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经济：数据+算力+算法定义的经济

智能经济是在“数据+算力+算法”

定义的世界中，以数据流动的自动化，

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

济新形态。

智能经济的架构体系

l治理体系：协同化、自动化、全

球化

l经济形态：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

效协同、精准匹配

l服务机理：“描述-诊断-预测-决

策”的大尺度、精准化、即时化

l运作范式：“数据+算力+算法”

范式的普遍扩散

l底层支撑：大数据技术、算法、

云计算等新技术群落集体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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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重塑世界经济的三个方面　

数字经济从三方面重塑世界经济

l 创造新需求

l 数字化的消费者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的生产者。

l 数据承载了消费者的行为、态度、需求， 

l 创造新供给　　

l 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代表了新的生产力要素

l 塑造了新的生产关系

l 不可逆转地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构成了新商业供给　

l 创造全球大市场　　

l 数字经济已经具备技术手段实现 “全球大市场”梦想。

l 通过互联网推进全球普惠贸易，建设数字商业基础设施，已

成全球共识



数字金融对于GDP的拉动和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3.8, 64%

2.0, 33%

0.2, 3%

3.7万亿增加值贡献因子解析 

劳动生产率增加 资本增加 劳务增加

数字金融对ＧＤＰ的拉动

l麦肯锡ＭＧＩ模型
l在中国原有2025年预估基准GDP 25万亿美

金之上4.2%的提升，意味着增加1.05万亿美

元的GDP

l增加劳动力供给：

l 数字金融会在交易环节为个人劳动者节省

交易时间

l增加资本配置的有效性：

l 通过把储蓄从不正规平台向正规的电子储

蓄账户转移实现

l增加劳动生产率：

l 金融服务提供商通过数字金融服务有效节

省了时间和成本；

l 公共部门在例如财税收纳等领域的成本支

出有效减少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数字经济的机遇和风险

数字化缓解经济放缓速度

l经济结构化转变：

l 中国已经开始从工业到服务业

的结构性转变

l 服务生产率远低于中国的工业

生产率

l数字化提高效率：

l 提高特定行业的生产率来缓解

经济的放缓

l 如果能够维持当前的高速数字

化，但不太可能扭转下行趋势



中国的整体数字化处于全球中等水平

数字经济狭义定义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数字经济的机遇和风险

l 仅涉及ICT行业，包括电信、互联网、IT服务、硬件

和软件等

l 经合组织（OECD）的数字经济指数采用狭义定义：

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6％

数字经济广义定义

l 不仅包括ICT行业，还囊括了融合数字技术的传统行

业

l G20数字经济定义：为“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使

用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因素，并将现代

信息网络作为重要的活动空间”。

l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CAICT）基于广义定义

的衡量结果是，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GDP的30％

l 世界银行排名：中国在131
个国家中排名第50位

l ＷＥＦ排名：中国在139个
国家中排名第59位



消费端倒逼拉动供给端：中国智能经济的独特路径

15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阿里研究院、百度发展研究中心，《解读中国互联网新篇章：迈向产业融合》，2019

中国供给端数字化不足

l 品牌：知名品牌缺乏

l 营销：50%广告无效投放，精准

营销能力不足

l 研发：新产品开发周期长，消费

者反馈滞后，缺乏数据驱动的产

品研发

l 生产：数字化工厂的比例远低于

欧美（欧洲46%，美国54%，中

国25%）

l 供应链：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

能力不足，供应链体系数字化能

力不够



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将引领数字经济走向“智能+”时代

16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端到端全链路数字化

l 多元商业场景： 20年内沉淀的购

物、娱乐、本地生活等

l 技术：数字化能力与云计算

１１个商业要素数字化

l “数据+算力+算法”的机制：使

品牌、商品、销售、营销、渠道

管理、服务、资金、物流供应链、

制造、组织、信息管理系统

阿里商业操作系统

目标：致于力打通企业各环节数字化，

实现端到端全链路数字化，

为消费端和供给端：

l 架起一座数字化能力迁移之桥

l 探索一条数字化全面转型之路



  移动支付成为城乡居民喜闻乐见的支付方式

次仁格旦
珠峰下经营帐篷店

洪荣芳
上海经营早餐店

张海彬
视障用户

覆盖长尾商家和用户，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

降低商家交易成本提升商家收银效率
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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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移动支付到便民生活，解决老百姓生活痛点

旅 游

交 通

浙江省地税局 深圳市人民医院 杭州市506路公交车

“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看病不再“三长一短” 乘车不怕忘带零钱

东京成田机场 自己家 北京地铁站

退税直接实时到账 缴费不用出门 购物不用带现金

医疗

缴 费 消费

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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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

移动支付促进原有产业数字化

n 餐饮：“远程点单+ 点餐免排队”从前端到后端的全
路线产业改革

n 零售：即扫即走式的自 助购物体验  库存，预测，引
流，会员系统管理，物流

n 金融：同时实现普惠、便利和安全 小微企业和码商
的融资

n 政务：多走网路，少跑马路

n 教育：更平等的教育机会

n 医疗：先诊疗后付费

n 交通：打造智能城市的名片 
 

移动支付对智慧医疗系统的支持



移动支付形成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实现了C端与B端的高效耦合

移动支付从三个方向形塑数字经济

（1）无界化：
l 线上和线下的边界被打破，大

众通过线下获得体验，在线上
下单购买；

l 在线下进行消费，通过支付被
纳入到线上进行管理

l 各类场景的边界也在被打破。

（2）场景化：
l 根据B端向C端提供服务的不

同，传统商业可以分解为具
体场景：
l 零售、
l 餐饮、
l 民生

l 场景不同，数字化服务的形
式可能不同。

（3）移动化：
今天这个时代，人、货、场
都在不断移动之中，不拘泥
于某个物理环境：
l信息交换、
l客户获取、
l价格商议、
l支付触达



移动支付形成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数字经济的信用基础

l 移动支付不但是资金入口、用户入口，

还是信用数据的入口。

l 移动支付确保着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

信任关系不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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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

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

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

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智能技术的发展成熟度

24数据来源：



金融科技技术成为金融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25数据来源：



数字技术对效率与成本的变革使得新金融真正成为可能



科技助力小微经营者跨越数字化升级的桥梁

2018年10月，福州首届“码商大会”，小微经营者不是数字经济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共建者

N种服务：
l 收款
l 营销（会员/ 生活号/ 小程序/ 淘宝/新零售全渠道经

营）
l 培训和交流（码商说圈子）
l 资金管理
l 贷款
l 保险……

1个码：搭建一座数字化升级的桥梁

“1+N”降低商家
交易成本



  大数据应用于信贷，帮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毛细血管”

纯信用贷款支持
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者

运用数据化授信模型
将不良率控制在

黄慧
线上服装店主

徐蕾
锦瑟服装店主

在小微信贷服务中
合作金融机构数

苏威联
面包坊“巴巴家”店主

欧阳志勇
串串店“三不摆”店主

纯信用贷款
户均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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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信贷有助于“去担保链”，让普惠金融风险可控

预测指标

预测模型 风控策略

以科技创新驱动风控能力以实体经济构建风控场景

赵青
趣妙多母婴专营店店主

苏威联
面包房“巴巴家”店主

信贷体验 不良率

通过日常高频的支付记录

替代原本缺失的信贷记录

解决小微信贷“最先一公里”难题

且在贷后也能持续动态跟踪

实现全流程风险管理

29





大数据打击经济犯罪



生物识别五级能力



规模经营户

农村小微经营户

农村小微网店主

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线上+线下服务模式

线上服务模式

数字金融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战

合作伙伴示例服务模式

网商银行及其前身蚂蚁小贷累计为460万农村小微经营者提供了4100亿元贷款支持



  针对海量支付交易，科技创新是防范各类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旦识别到账户或交易异常

将采取进一步的身份验证

辅助验证

自动根据欺诈黑色产业

活跃程度推荐风险对抗方案

自动换挡

通过特征分析，发现可疑分子间

潜在关联，识别出犯罪团伙

关系拓展

辅助审理赌博、地下钱庄、传销、

欺诈、涉毒、非法集资等异常交易

审理交易

快速学习人工和机器经验

迭代提高风控能力

迭代进化
34



蚂蚁金服的AI能力



六种金融智能场景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平台是数字金融技术核心部分



高可用金融级数据库是数字金融必不可少的支撑



  技术造成金融价值链的“弯曲”

39

资金的募集
产品设计与
收益预期

技术加速：
通过技术加速来逃逸

竞争对手的技术黑洞

产品销售和

用户触达

风险管理

收益分配



  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为普罗大众所共享

“全球最贫穷的20%人口中，超过70%的人

拥有移动电话比例超过厕所和清洁用水”
——2016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

160年

60年

15年

几乎同时

<5年

蒸汽轮船

电力

计算机

互联网

智能手机

各项技术从发明到全球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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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数字技术与金融结合，成为促进普惠金融最有效路径

坦桑尼亚村民使用手机支付电费 印度一户家庭学习使用手机接入金融服务

在全球约有17亿人口无银行账户，其中11亿人口（约占2/3）拥有手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41



  全球普惠金融实践中，“中国方案”的成功引起各界关注

世界银行行长金镛：
“中国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都显示了中国力量。

蚂蚁金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提供小额贷款，

为减少贫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世界银行想把

这样的经验，推广到各国各地区的减贫实践中。“

IMF总裁拉加德：
“飞速发展的移动支付行业改善了全球亿万人民的经

济生活。在中国，例如在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人

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借助现金，仅仅依靠支付

宝等线上支付平台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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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o Pay

Alipay HK

 Ascend Money

 Mynt

 Dana

 bKash

 Easypaisa
从3000万到2.5亿
成为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

Paytm

  通过技术和经验赋能，与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共同发展

 Touc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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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战争，电子现金，密码朋克，谁是中本聪？

电子现金密码战争

密码朋客
谁是中本聪？



区块链技术的组件：加密Hash算法
哈希函数是一个数学函数，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 其输入可为任意大小的字符串；
§ 它产生固定大小的输出，假设输出值为256位；
§ 它能进行有效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对于特定的输入字符串，在合理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算出哈希函数的
输出。更准确地说，对应n位的字符串，其哈希值计算的复杂度为O(n)

哈希函数

碰撞指对于两个不同的输入，产生相同的输出。如果对于哈希函数H（.），没有人能够找到碰撞，我们称
该函数具有碰撞阻力。
没人能找到碰撞，不表示不存在碰撞。对于256位输出哈希函数，最坏的情况是2^256+1 次哈希函数计算，
平均2^128次哈希函数计算，来用碰撞检测算法来发现碰撞。
数学表述：如果无法找到两个值x和y，x<>y,而H(x)=H(y),则称哈希函数H具有碰撞阻力。

特征1：
碰撞阻力

隐秘性保证，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哈希函数的输出y=H(x),我们没有可行的办法算出输入值x。
数学表述：哈希函数H具有隐秘性，如果：当其输入r选自一个高阶最小熵（high min-entropy）的概率分
布，在给定H(r|x)条件下来确定x是不可行的。

特征2：
隐秘性

如果有一个人想找到y值所对应的输入，假定在输入集合中，有一部分是非常随机的，那么他将非常难以求
得y值对应的输入。
数学表述：如果对于任意n位输出值y,假定k选自高阶最小熵分布，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在比
2^n小很多时间内找到x,保证H(k | x) = y成立，那么我们称哈希函数H为谜题友好。

特征3：
谜题友好



区块链技术的组件：安全Hash算法 SHA-256
SHA-256是一个被比特币世界采用的哈希函数。

SHA-256采用MD（Merkle-Damgard）变换，用一个压缩函数（固定长度，具备碰撞阻力的哈希函数）
把768位的输入压缩成256位的输出，每一个区块的大小是512位。

安全哈希算法
（Secure Hash 
Algorithm 256）

Source: 



区块链技术的组件：哈希指针和数据结构
哈希指针是一种数据结构，指向数据存储位置及其位置数据的哈希值的指针。哈希指针不但告诉数据存储的
位置，还给出一种方式，验证数据是否被篡改过。
 
通过哈希指针构建一个链表，这个数据结构称为区块链。一系列区块，既有数据也有一个指向上一个区块的
哈希指针。每个区块不仅告诉上一个区块的值，还包含了该值的摘要，使我们能验证那个值是否改变。

区块链的一个应用是“防篡改日志”。建立一个储存很多数据的日志数据结构，能将数据附加到日志的末尾。
如果有人篡改日志前的数据，我们可以检测到。

哈希指针

Source: 



区块链技术的组件：公匙即身份 Public Key As Identities

从数字签名模式中拿出一个公共验证密钥，并将其与一个人或一个系统参与者的身份对等。

如果一条消息的签名被公钥pk正确验证,可以认为pk就是在表达这条消息。

公钥就是身份，某人能为pk身份发声，他必须知道相应的密钥sk.

你可以随时制定新的身份：可以通过数字签名方案中的generateKeys程序，生成新的密钥对sk和pk。pk是可以
使用的新的公共身份，sk是相应的密钥。实践中，可以使用pk的哈希作为身份。

公匙即
身份

公钥和私钥的体系，引入去中心化的身份管理理念。

自己作为用户注册，不需到一个中心机构注册为用户，不需别人给你用户名，也不需要告诉别人你会使用什么
名字。随时可以生成新的身份，想生成多少身份都可以。
 
这些身份在比特币语言中称为地址。地址就是公钥的哈希值。

去中心
化的身

份管理：



区块链技术的组件：比特币共识算法POW

比特币共识算法：

1. 新的交易被广播到所有的节点上。

2. 每个节点都将新的交易放进一个区块。

3. 在每个回合，一个随机的节点可以广播它的
区块。

4. 其它节点可以选择接受这个区块，前提是如
果区块里的交易都是正当的（有真的签名）。

5.  节点们可以把以上区块的哈希值方进自己的
区块理，来表示它们对这个新区块的认可。

比特币共识算法
POW



区块链可以实现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的二种架构类型



蚂蚁区块链技术架构全景图



自主研发的金融级区块链引擎支撑商业应用



区块链是对多项成熟技术的一种创新型组合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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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数字货币的研发

2014年，英国央行已经发布一份重要报告《支付技术创新与数字货币的出现》（Innovations in paym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urrencies）。中心化金融系统的三种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 risk)： 付钱的银行关闭或是欠债，无法支付；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银行有钱，但是现在没有现金可以支付；

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系统出问题，不能支付

2015年，英国央行后来又提出数字法币(CBDC)的概念。

2016年初，英国公开世界上第一个数字法币模型RSCoin。同一年，英国央行又发表数字法币的第一篇宏观经济学论文。

2016年9月，英国央行Ben Broadbent提出数字法币会改变银行结构，而最先改变的是清结算系统，区块链可以取代现在复

杂的清结算系统。

大央行主义。英国央行认为CBDC是320年来最大的一次法币改革，英国央行要央行取代商业银行部分业务，直接服务英国银

行、商家和老百姓。

2019年，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发表演讲，提到英国央行直接和第3方支付竞争。基于一篮子法币的合成数字法币取代美元为

世界储备货币。



数字货币的分类



数字货币与现代金融基础设施
2016年7月，《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学》

（The macroeconomics of central bank issued 

digital currencies）

2018年5月，《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原则及对资产负

债表的影响》（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 design principles and balance 

sheet implications）

CBDC的原则如下：

1.CBDC支付利率可调。

2.CBDC与商业银行在央行储备金不同，不能相互

转换。

3.商业银行（因此暗示央行）不保证银行存款按需

可兑换为CBDC。

4.央行只对符合条件的证券（主要是政府证券）发

行CBDC。



数字英镑争夺全球数字货币霸权

全球储备资产比例 全球债务资产比例



全球CBDC发展 （1/2）

CBDC 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用来支付和结算的数字资产。央行数字货币预计分为两种：零售型和批发型。

零售型rCBDC主要供社会大众和公司使用，目的或将替代现有的法定货币 M0；

批发型wCBDC则用于银行间结算服务，这将有效提高支付效率，并降低与现有支付系统相关的成本和复杂性。

IBM 和 OMFIF从 2019 年 7 月开始，历时三个月，调查对象涉及 13 个发达经济体和 10 个新兴市场的央行官员。其中 

73%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CBDC，未来五年内可能会有面向消费者的 CBDC 推出

美国。10 月，美联储一份名为《数字货币、稳定币以及不断发展的支付格局》的报告中提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是一种灵活

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形式，甚至可能有助于解决美元面临的特里芬困境。美国财长 Steven Mnuchin 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

员会的听证会上称，五年内美联储没有发行数字货币的必要，也不反对 Facebook 创建数字货币

欧洲。如果欧洲内部支付成本仍然居高不下，私有支付系统不能解决支付成本问题，欧洲央行将推出数字货币用于内部支付

结算

法国。法兰西银行行长宣布，法国将于 2020 年开始试验一种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并称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

结束之前，开始试验并发布项目信息



全球CBDC发展（2/2）

印度央行已计划开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但尚未公布具体实施计划和时间

泰国中央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表示香港和泰国的货币当局准备推出两层结构的数字货币：

第一层，称为 LionRock-Inathanon 项目。这将涉及到向参与试点计划的香港银行发行数字货币；

第二层，涉及银行将数字货币分发给其企业客户，以便与其他银行或其他公司进行批发付款

突尼斯已经宣布推出本国货币 Dinar 的数字版本「E-Dinar」，这个北非小国成为全国第一个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

币（CBDC）的国家。突尼斯已经与俄罗斯公司 Universa 建立合作，通过 Universa 的区块链平台发行 E-Dinar

世界银行与IMF 学习挣区块链积分的POC项目。eSDR和SHC(合成霸权货币)，Mark Carney



浅谈DCEP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人民币3.0

替代现金M0

没有利息

双离线支付功能

没有智能合约

国际清算银行的货币之花



数字货币的国际竞争形势：Libra



Libra生态画像：整体设计上可对标传统法定货币体系

Libra协会

C端&B端

货币发行主体

货币流通网络

网络成员机构

服务终端用户

Libra区块链

Libra钱包 商业银行

支付系统

中央银行

C端&B端



Libra报价公式与储备资产 



Libra的报价和储备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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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形势：JPMorgan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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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坊的Defi生态大图



以太坊的Defi应用



以太坊的金融堆栈



Compound：Defi信贷应用 （1/2）

• 在需求侧，现在让我们用ERC20代币来代替资
产（如房子）。在供给侧，让我们用Dai代替
美元。银行的存储金库用Compound的智能合
约来代替

• 存款： 当你存入Dai时，你得到的是cDai，它
有效地代表了你在资金池中的份额。



Compound：Defi信贷应用 （2/2）

• 获得利息： 从借款人哪里获得利息，但它们并
不是支付给存款人。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以储
备的形式保留在Compound内。

• 提款（cDai到Dai）：他们会得到其原始存款
本金+利息，这些利息是从储备中累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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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

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

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地方政策暖风频吹，国家战略区域积极探索



区块链发展中的四重信任

信息真实信任

• 区块链+金融、区块链+商
业、区块链+政府、区块链
+民生、区块链+城市

• 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深度融合，
推动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

• 央行数字货币
• 数字稳定币
• 数字经济原生态的价值

传输机制

价值锚定信任

创造价值信任

分配价值信任

• 数字经济闭环生态的价
值创造

• 智能设备间的价值创造

• 数字经济内算法化价值
分配机制



信任是区块链带来的最大核心价值



应用案例：区块链电子发票



应用案例：区块链电子证照



蚂蚁双链通： 告别“萝卜章、假合同”
小微企业、担保机构和银行都用上了蚂蚁区块链



应用案例：成都中小担-中科大旗

中科大旗

•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景区信息服务解决
方案top服务商；

• 成都本地中型企业，政府补贴政策支持，阿里
生态合作伙伴（飞猪等）；

• 主营业务为：景区电子票务系统、闸机/手持验
票设备、自助售/取票机、景区零售/餐饮管理
系统等为主线的软硬件产品

中科景信科技：中科大旗子公司

• 成都本地企业，注册资本100万，主营3C产品销

售；

• 中科景信向其采购AR头盔、摄像头、扫描仪、电脑、

视觉设备等；

成都冠诚科技

• 个体经营户，本地小微商家，注册资本30块钱
• 支付宝码商，百脑汇电脑城店铺经营者；
• 为冠诚科技存放货物、供应线材和其他配件类配套；

冠勇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金融：多维、多阶、多态

85

多维价值观 多阶金融堆栈 多态金融服务

Innovation facilitators: regulatory sandbox, 
innovation hub, innovation accelerator

                      Digital identity  
Open Banking

Digital



从信息到价值信任，建设新契约经济



区块链是数字经济里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可信账本



开放联盟链为全球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可信的区块链平台

商家，去中心化应用属主。开
放联盟链为其提供低成本低门
槛可商业化区块链服务网络



链上平行世界对物理世界资产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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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国产化。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

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拥抱监管，监管科技助力金融监管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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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风险感知

• 智能机构评级

• 金融舆情监控

• 关系网络拓展

• 智能风险上报

• 案件存证管理

监管科技是未来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复杂多样环境中的智能化监管

AI 预警

模型
互动

 

舆情
感知

自
适
应

感知 Detection 进化 
Evoluton

自
学
习

核心监控模型 预警系统

金融风险大脑 Financial Risk Brain

 

风险
网络

超大规模
图算法引擎

AI 监测
交易异常

客户异常 机构异常

主动感知金融风险

态势
感知

实时监控
经济犯罪

Adaptation



监管科技：金融监管云平台



  无论是新兴或传统金融机构，都将金融科技作为发展方向

远程KYC

人工智能

区块链

劳埃德、巴克莱等传统大型银行

支持在线开立银行账户

用户通过手机几分钟内即可完成开户操作

Atom、Monzo、N26等新兴数字银行

允许远程开立账户

用户通过上传证件和自拍进行供身份验证比对

高盛银行、贝莱德基金、摩根大通等

通过引入AI能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投顾服务

Capital One最早利用AI分析判断个人借款违约率

PayPal将AI应用于防范欺诈风险

Wealthfront和Betterment等将AI应用于客户理财

Dataminr和Kensho基于AI提供金融数据分析服务

Ripple和Stellar将区块链用于跨境汇款

全球数以千计初创公司探索区块链用于金融服务

Swift完成旗舰区块链概念验证试验

Visa试点推出了其基于区块链的企业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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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科技监管



  总结

判断一项科技创新在金融领域是否有益的

唯一标准是能否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攻克实际难题

在政府大力支持和行业不断探索中，中国金融科技取得历史性机遇

存在弯道超车、打破欧美对金融领域垄断局面的机会

但这只是阶段性进展，如同1万米长跑才走了100米

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尤其是推动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进一步结合，期待能和各位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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