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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与监管研究

李文红　蒋则沈 1

摘要：近年来，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账户被认为是

最有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技术。作为其应用形式之一，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快速发展，但也

积累了潜在风险，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国际组织、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均高度重视、密切跟踪

研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应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目前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尚

处于起步阶段，能否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响，还有待观察。数字货币按照发行主体

可分为私人和法定数字货币。对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各国普遍认为其不是法定货币，并

持续向投资者提示相关交易活动风险。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各国要么严格限制

或禁止，要么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监管框架，主要涉及以数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

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此外，各国普遍认定首次代币发行（ICO）

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行为。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各国均予以密

切关注、积极跟踪研究，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本文认为，针对金融科

技的快速发展，监管者应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及时对金融科技 / 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

开展金融业务；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

他操作风险的管控；同时，持续加强跟踪研究和监测分析，做好专业知识、人才队伍、政策措

施等方面储备。

关键词：金融科技；分布式账户；数字货币；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识别码：A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以区块链（Blockchain）为代表的

1	李文红，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蒋则沈，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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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户（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被认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技术。作为其

应用形式之一，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快速发展，近期参与人数进一步增加，交易规模继续扩

大，价格大幅波动，部分业务涉及突破法律法规，积累形成了一定的潜在风险，引起各方面广

泛关注，如金融稳定理事会（20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

础设施委员会（2017）、欧洲中央银行（2015）等。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国际组织、

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均高度重视、密切跟踪研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应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也力求对相关业务模式进行“穿透定性”并按照金融本质实施监管。本文梳理了分布式账户和

区块链、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等主要概念、

分类与发展现状，分析比较了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

出了思考和建议。

二、主要概念与发展现状

（一）分布式账户

目前，分布式账户尚无统一权威定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将分布式账户定义为一种技术

模式方案，在网络中实现对参与者交易活动的同步记载（FCA，2017）。数据记载需满足以下

条件：一是唯一性，交易与记录一一对应；二是记录连续不间断；三是记录格式标准统一；四

是加密不可篡改。这些数据同步分发给网络中所有参与者进行存储、调取和比对。目前的主要

应用领域为交易簿记、资产确权和身份验证等。与此相比，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单一的中

央机构或系统，如央行支付系统、证券交易所等完成相关交易及其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分布

式账户并不是一项全新技术，而是随着共享数据库、加密技术、点对点传输网络等技术发展，

进一步形成的多类技术组合方案（见图1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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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32018 年第 6 期

AA

BB

CC FF

EE

DD

AA

BB

CC
FF

EE

DD

图 2：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二）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户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具体为：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步记录

某一交易活动信息，并互相验证信息真实性，防范信息被篡改。

在区块链模式下，网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即节点Nodes）都拥有一个分布式账户，用以

记录交易数据。当交易发生后，交易双方可以向网络提交信息，交易信息经加密后即不可篡

改，并以命名为区块（Block）的数据包形式存在。每一个区块都要同时发送给网络中的其他

参与者，与其分布式账户中的历史记录同步比对验证，只有网络中绝大多数（如需超过51%）

参与者均认可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区块才能存入网络中的各个分布式账户，并与

已在账本中存档的区块相链接（Chain），形成区块链（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生成、存储和交易，目前正探索向支付清算、会

计、审计、证券交易、风险管理等领域扩展。业界普遍认为，支付行业可能会首先成为其应用

的重点领域。例如，2015年底，纳斯达克市场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用以实现部

分非流通股票的交易和结算。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研发实验室，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结

算等方面的运用。中国银联与IBM合作，在2016年尝试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行积分兑换

系统。

国际上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只在限定区域或机构内

实施了小范围研发和应用，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主要原因为：一是运行效率尚不及传统的

“中心化”模式。由于信息同步记入网络中所有参与者的账户，需要进行大量重复运算。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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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成本较高。需大量消耗硬件设备、网络和电力能源等，且随着网络扩展和参与者增加，成

本还会同步增长。因此，目前仅适用于少数场景：一是缺乏所有成员共同信任的权威机构；二

是无需实时或高效地记录交易和存取数据；三是获取的收益可以覆盖高额的设备投入和资源消

耗成本。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能否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

响，还有待观察。

同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也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例如，此项技术具有“多

边互信”“去中心化”等特征，交易活动脱离中央清算机制，可能会增加交易各方之间的风险

敞口，增大风险监测和管控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用户对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和交易所的依

赖，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一些科技企业在未受监管的情况下涉足金融业务，容易造成

不公平竞争。在系统层面，还可能增加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强化羊群效应

和市场共振，增强风险波动和顺周期性，影响金融稳定（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三）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又称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或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按照发行主体

划分，数字货币可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两类。法定数字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依法

发行，具备无限法偿性，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等功能的数字化形式

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理论上不应称为“货币”，其本质是市场机构或个人自行设计发行，并约

定应用规则的数字化符号，性质上类似于在一定范围内可流通的商品。

比特币为一种典型的私人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全球的首个实际应用案例。比特币由

参与者通过计算机，按照非常复杂的运算规则，以解出所设定数学算题的方式生成。比特币本

质上是按照规定算法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数字信息，记载于所有比特币参与者组成的全球开放

网络中。在每个参与者的服务器上，均可按照区块链的约定规则，同步记录并更新比特币的生

成、存储、交易信息。根据其算法，比特币预计在2040年左右达到2100万个的生成上限，从而

形成所谓的“发行量恒定”。

比特币及其理论兴起的背景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非常

规货币政策，出现流动性快速增加、货币贬值等问题，引发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质

疑。比特币提出的“发行量恒定”“去中心化”“全体参与者共同约定”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

契合了公众对改进货币发行机制的诉求，获得了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空间。

由于比特币仅为数字符号，缺乏内在价值和衡量标准，其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近年来，

随着后续投资者快速增长和入场资金大幅增加，以及多数持币者囤积居奇，比特币的供需失衡

不断加剧，价格总体呈现大涨大落趋势，并出现较为明显的投机炒作现象。根据数字货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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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服务提供商（CoinMarketCap）综合多个交易平台数据生成的价格，自2009年问世至今，比

特币价格由0美元涨至2017年底的1.3万美元，最高价位为2017年12月19日的1.9万美元，之后一

路走跌。截至2018年3月底，比特币价格为6883美元，较最高点下跌逾六成。

此外，依托比特币概念，市场出现了ICO等融资活动。ICO是企业或个人在网络上公布创

业项目方案（白皮书），以自行定义的代币（Token）公开募集比特币或其他具有一定流通性的

私人数字货币，进而换取资金支持创业项目的行为。由于缺乏监管约束、行业自律和透明度等

原因，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欺诈和伪造项目，形成规避监管的非法证券发行或非法集资渠道。

三、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 / 地区的监管方式

（一）关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普遍对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

与潜在风险予以密切关注，并加强跟踪研究。金融科技虽然发展较快，但尚未产生新的金融模

式，仍未超越存款、贷款、支付、证券发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范畴（李文红，

2017）。因此，各国监管机构普遍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本质而不是技术形式实施

监管。对属于金融领域的业务活动实施“穿透定性”，相应纳入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在新技术、

新模式还未成熟稳定的情况下，尚未有监管机构另行建立监管制度安排。

在国际组织层面，2016年2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纽约联储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区块链的

发展和潜在影响。参会者达成初步共识：应更积极地关注、监测区块链的发展应用情况，与业

界保持充分沟通，但现阶段暂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制度（FSB，2016）。2017年2月，国际清

算银行下设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研究认为，分布式账户可能会深刻改变资产持有形

式、交易合约履行和风险管理等实践，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现阶段尚未获取充分证据，表明

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广泛应用（CPMI，2017）。

在国家/地区层面，美国证监会认为，在证券活动中应用区块链，只是用“分布式账户”

记账方式代替传统的中央记账方法，改变了交易形式，但并未改变交易本质，因此仍需严格遵

守证券活动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SEC，2017）。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将始终坚持“技

术中立”原则，不按照技术类型或具体形式，而是针对金融活动及机构实施监管。就分布式账

户而言，现阶段暂无必要改变现有监管体系和方式（FCA，2017）。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也表

示，“技术中立”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也是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任何违反监管规定的行

为，无论基于何种技术，都要接受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惩处（FINMA，2016）。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普遍加强了对新技术的关注研究。美国证监会于2017年成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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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名成员组成的分布式账户工作组开展应用研究和风险识别，同时加强内外协调沟通。瑞士政

府建立了由财政部、司法部、金融市场监管局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加强对区块链和ICO活

动的跟踪研究。新加坡金管局于2016年11月启动了分布式账户技术试验项目，与银行业协会、

商业银行、技术公司共同探索在跨行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并与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加强分布式账户应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的双边合作。

（二）关于私人数字货币

1.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认定

各国普遍表示，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断向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各

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普遍表示，私人数字货币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和法偿性，本质上不是货

币。同时，鉴于与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兑换比率波动剧烈，其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权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中国、美国、欧洲、

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等监管机构均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数字货币参与者关注

投资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并防范黑客攻击、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依法纳税等方面的

潜在风险。例如，2018年1月，日本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Coincheck遭网上黑客技术攻击，失窃

约5.2亿个数字货币，市价约为5.23亿美元。

目前，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其性质需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判定。

如德国财政部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金融工具，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则表

示，数字货币本身不是银行存款或金融工具。美联储认为，数字货币缺乏内在价值，没有安全

资产支持，也不是任何机构的负债，难以简单对其进行定性（美联储，2017）。与此同时，美

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认为，对于符合《商品交易法案》所定义“商品”特征的数字货币，应

作为大宗商品进行监管（CFTC，2015）；美国证监会认为，目前难以证明所有数字货币均不符

合“证券”特征，对于符合“证券”特征的数字货币，应纳入证券发行框架进行监管（SEC，

2017）。

2.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

各国对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

融业务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二是将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纳入现行监管框架。

（1）对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实施严格限制或禁止。2013年，我国明确禁止金融机构

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3年12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

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

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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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相关服务包括：结算、法币兑换、托管、

抵押、发行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为信托、基金的投资标的等（人民银行等，2013）。2017年，

我国对集中数字货币交易活动进行了整治。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于2017年9月发布《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网络平台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

兑换、定价、信息中介等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随后，要求各地政府综合采取电价、土

地、税收和环保等措施，引导辖内从事比特币生产（俗称“挖矿”）的企业有序退出。部分地

方政府要求电力系统停止对比特币生产活动供电，并取消其他相关优惠政策。2017年底以来，

一些境内人士转向境外（以日本、香港为主）网站平台进行交易。2018年初，又进一步要求地

方政府对于在当地注册的集中数字货币交易场所，包括采用“出海”形式继续为国内用户提供

服务的网站平台，持续加强清理整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提醒投资

者关注境内外政策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并强调境外平台同样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

洗钱等风险隐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8）。

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政府认为比特币的推广及匿名支付，会对本国法定货币产生替代效

应，影响公众对法币的信心，故予以禁止。泰国央行禁止银行参与任何数字货币交易活动，包

括自身投资或交易数字货币、设立交易平台、为交易提供信用卡等支付或融资工具、提供投

资咨询等。韩国政府于2017年底组建跨部门数字货币对策小组防范数字货币过度投机行为。此

后，禁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开设数字货币账户，禁止金融机构为数字货币购买、投资或相关抵

押担保活动提供服务，要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于2018年1月1日起暂停开立新的账户。目前，韩

国政府正在研究对数字货币交易实施实名身份认证，禁止匿名交易。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意大

利监管机构也表示，不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数字货币或参与交易。

（2）将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监管框架。虽

然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因而暂未将商户或个人单纯购买、持有、出

售或开发私人数字货币的行为纳入金融监管，但对于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则普遍认为

应至少根据其业务属性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需要纳入监管的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数

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二是

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务。如法国审慎监管局表示，任何使用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买卖提

供资金划转服务的行为均属于支付业务，需持有支付服务机构牌照。瑞典认为比特币交易属于

货币兑换业务，或涉及资金支付业务，提供交易服务的机构应按照法律规定接受监管。日本于

2017年4月修订《支付服务法案》，明确将数字货币涉及的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三是私人数

字货币交易平台。多数国家要求将其视同交易场所，按照法定程序申领牌照并接受持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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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金融监督厅于2017年9月同意注册11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提出了信息披露、系统安

全、资产隔离、内控检查等监管要求，还要求遵守反洗钱、打击犯罪活动、可疑资金报告等法

律规定。对于难以定性的业务，监管机构通常要求从业机构事前主动进行合规评估，由监管机

构分析定性后明确适用的监管框架，或纳入监管沙盒观察测试（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在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于2015年发布《数字货币监管法案》，对“数字货币业务活动”

进行了界定，即支付、兑换、托管、代客买卖数字货币以及控制、管理或发行数字货币。凡是

在纽约州从事上述一项或多项业务，均需事先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申领牌照，并遵守资本要

求、资产托管、消费者保护、信息披露、反洗钱等相关规定。银行机构开展上述业务，也需事

先获得批准并遵守相关规定。

（三）关于首次代币发行

目前，各国普遍认定ICO活动本质上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

行为。与数字货币做法类似，各国也主要有两种监管方式。

一是对ICO活动予以禁止。在我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防范

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ICO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

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

活动。同时，禁止各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人民银

行等，2017）。2017年9月，韩国金融监督院宣布将禁止所有形式的首次代币发行融资，无论其

采取什么技术，使用什么名义。

二是纳入证券监管范畴。美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第一，ICO本质是企业从投资者募集资

金，并按预先约定分配收益。按照联邦法律，任何证券活动，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和术语，其

性质认定均取决于业务本质。“ICO代币”符合证券的法定特征，须纳入《证券法》实施监管。

第二，如果网络平台开展代币推介销售，必须按照《证券法》事先在证监会进行注册，否则属

于违法行为（SEC，2017）。第三，证监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18年发布《关于对数字

货币采取措施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不论是以数字货币、代币还是其他名义开展的违法违

规行为，都要进行穿透分析，判定其业务实质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此外，两家监管机构还多

次向投资者发布警示公告，提示市场操纵和欺诈风险（SEC和CFTC，2018）。英国金融行为监

管局也于2017年9月发布风险警示，指出ICO代币价值波动性较大，大多数ICO公司设立在海外

或不受监管，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投机性，提示消费者谨慎投资（FCA，2017）。香港证监会

于2017年9月发布《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表示虽然一般ICO发行或销售的数码代币被视

为“虚拟商品”，但若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证券”特征，则需接受香港证券法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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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若该代币代表对发行企业拥有的股权或所有权权利，则应视为“股份”；第二，若发行

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偿还本金和利息，则应视为“债券”；第三，若ICO项目管理者集中

管理募集资金并投资于不同项目，代币持有人有权分享相关投资回报，则应视为“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上述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交易、咨询、推介、投资管理行为均属于受监管的证券活动，

无论经营主体是否在香港境内，只要以香港公众为服务对象，就必须事先获得相应牌照并受证

监会监管（SFC，2017）。新加坡金管局于2017年8月发布声明：第一，任何数字代币如果涉及

发行股权、债权凭证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证券期货法》监管的行为，发行前必须向金管

局注册并提交相关文件；第二，任何发行机构和交易服务机构必须依照《金融顾问法》规定，

取得法定牌照；第三，任何提供数字代币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的机构，均需向金管局申领交易所

或市场运营商牌照；第四，严格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相关规定（MAS，2017）。2018年5

月24日，新加坡金管局向境内8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出正式警告，所有平台未经金管局批准，

不得交易任何具有证券或期货合约属性的产品，正在开展的交易业务必须立即停止。同时，金

管局还叫停了一起具有股权发行性质的ICO活动，责令发行方终止发行行为、回收代币并向投

资者退还资金。

（四）关于法定数字货币

近年来，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部分国家开始探索数字法币发行、流

通的技术研发和制度安排，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美联储表示，面向公

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涉及法律、技术可靠性、网络安全、洗钱、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需要严

谨论证，避免对已经较为成熟的支付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美联储，2017）。欧央行

提出，欧元区的法定数字货币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数字法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能否实现维护

物价稳定目标，并基于技术安全性、中立性、使用效率和公众支付的自由选择权等四项基本原

则，综合衡量必要性（ECB，2012，2015和2017）。

法定数字货币可分为两种发行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单层投放模式，又称为零售发行模式。

即中央银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面向社会发行、管理、回收法定数字货币。单层投放模

式在理论上有利于提升发行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但同时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第一，对货币

政策框架和金融稳定形成挑战。法定数字货币在银行存款之外，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无风险资产

选择，对货币供应量M0、M1、M2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会产生影响。资金存放形式从银行

存款转变为数字法币，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创造和贷款发放功能，进而影响金融稳

定。第二，可能存在技术安全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由央行集中管理，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成

为洗钱等犯罪活动载体，央行必须有能力长期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第三，匿名性问题。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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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否应集中保存公众隐私信息，仍存在争议。由于单层投放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货币发

行体制，多数国家持谨慎态度。英格兰银行表示，当前还没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

美联储认为，现阶段不宜采用单层投放模式，其当前的优先考虑也不是发行数字法币，而是以

现有银行体系和支付系统为基础，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银行和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并密切跟

踪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二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投放模式，又称批发发行模式。双层投放模式是指沿用现行

纸币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再委托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

币存取等服务。在实施效果上，该模式仅是对M0的替代或补充，不会因央行信用优势而形成

对M1、M2的替代挤出，有助于保持现行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连续性，也防止技术风险过度集

中于央行。目前，各国普遍倾向于采用这一模式，已有部分国家启动了试验项目。如加拿大央

行、新加坡金管局基于分布式账户技术，参照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大额支付系统，在模

拟环境下探索数字货币实时投放。人民银行于2014年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7年正式

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开始研发试验工作，并侧重于研究双层投放发行模式。

四、思考与建议

（一）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技术创新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渠道、提高经营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没有

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无论是科技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要从事同类金融

业务，都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接受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

风险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平竞争，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二）及时“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业务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强化金融监管、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

我国现存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业务，透过其名称、形式和渠道，分析业务实质、法律关系

和风险特征，明确哪些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及其所适用的监管规则（李文红，2017）。目前，与

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资金交易结算、衍生产品交易、运营交易场所等活动均

为法定金融业务，须纳入相应的金融监管框架，在许可范围内合规审慎经营。

（三）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

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

时，应加强对其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要求其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他操作风

险的管控，尤其应确保在业务外包时仍要承担风险管控主体责任，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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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不能因业务外包而降低风险管控标准。

（四）持续加强跟踪研究和监测分析，做好监管准备

密切跟踪研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业务模式、风险特征和银行监

管的影响，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沟通交流，及时准确把握发展动态，做好专业知识、人才队

伍、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储备。同时，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政

策研讨，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同行的沟通交流，共同探索如何完善监管规则，改进监管方式，

确保监管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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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ttention to financial technology, or "Fintech", has increased at a rapid pace 

globally.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no aspect of fintech has greater potential to transform the financial landscape 

than the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including blockchain). Among the cryptocurrencies currently using 

DLT, Bitcoin is the largest and best-known example, which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over the past years, 

together with build-up of potential risk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tting bodies, central banks and national 

supervisory agencies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and its impact on financial stability. 

They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is still in the early pha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remain 

to be seen. Digital currency (DC), or cryptocurrency/virtual currenc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privately-issued digital currency (DCs)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Authoritie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legally, privately-issued DC is not a currency and does not have the status of legal tender. They have also 

kept issuing warnings about risks associated with Bitcoin-related transactions. Some jurisdictions have banned 

finan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privately-issued DCs，while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clarified the applicability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to DCs related financ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using DCs as underlying reference assets 

in derivative transactions, offering payment service to DCs as well as operating a virtual currency exchange. 

Meanwhile, jurisdictions generally define the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as securities offering which should fall 

under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BDC, authorities have been monitoring its developments and 

studying its implications. However, most jurisdictions have not yet launched specific plans on issuing CBDC.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gulators should take a "technology neutral" position, and regulate and supervise financial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so as to prevent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promote fair competition. They should 

also ensur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products with similar nature and risks are subject to consistent supervisory 

standards, no matter what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ey have used. In addi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business cooperation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regulato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IT 

risk, outsourcing risk and other forms of operational risks. Finally, regulators should improve the supervisory 

framework by keeping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Key Words: Fintech;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igital Currency; 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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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研究

蔡宁伟 1

摘要：2008 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通过健全监管机构、完善各自职责、出台新法案、组织

压力测试、开展检查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再造和完善，进一步降低了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本文梳理了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的主要监管要求变化，

回溯其监管改革背后的动因，分析其监管规则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路径。

在强监管的大背景下，预计未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或尝试建立独立于巴塞尔委员会

外的“美国规则”，持续加强外资银行监管，并不断完善对关键环节和个人的控制，进一步拓

展其“长臂管辖权”。作为应对，我国须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加强国家间的互利

合作，实施内外无差别的银行业监管，审慎推动在美银行机构的设立与业务开展，加强在美机

构及其雇员的管理，履行必要的合规责任与反洗钱义务，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监管检查和无谓的

监管处罚。

关键词：合规风险；沃尔克法则；审慎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1；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次贷危机后，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美国货

币监理署（OCC）、美国存款监理署（OTS）、美国国内收入署（IRS，也称“美国国税局”）、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等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

管当局2，对系统性风险做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并开始持续加强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中金融

控股公司和外资银行的监管，美国对外资银行业的监管步入了强监管周期（戚红梅，2009；艾

丽和刘明彦，2009；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冯利红，2014；杨海瑶，

1	蔡宁伟，管理学博士，中信银行总行合规部，联系方式：raking5678@126.com。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

不代表所在单位的意见。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2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对外资银行业的监管，因此，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美国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非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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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国内对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对某一监管法案或监管措施的介绍

（冯辉，2014；李华泉，2015；姜跃生，2015；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刘天永，2017；

徐明棋，2017），缺乏系统性的整合和对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梳理，因而大多只是对其监管理

念的宣贯（戚红梅，2009；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吴健和朱非墨，2016），对其背后的逻辑

与目的则缺少必要的深入挖掘。其中，对《对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机构的强化审慎标准》

（2014）（以下简称EPS，《强化审慎标准》）等美国最新的金融监管要求，特别是包括EPS在内

的最新压力测试要求（艾丽和刘明彦，2009；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2009），更是缺

乏系统的研究。

鉴此，本文尝试应用系统性思维，采取“六何分析法” 1来梳理和回答上述问题。“六何分

析法”适用于界定固定问题，主要涉及对象（Who）、事发地点（Where）、事发时间（When）、

基本过程（What）、直接原因或具体呈现（How）和根本原因（Why）六个维度，在经济管

理、微观金融等学科的案例研究中，有比较广泛的应用（蔡宁伟、王欢和张丽华，2015；蔡宁

伟，2016等）。由于本文着力于对美国金融监管趋势的探索，以期引发我国相关机构的反思与

对应对策略的思考，因此在六何分析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应对路径”（Way），最终形成了

“6W+IH”的“七何分析法”模式。依据“七何分析法”，本文拟以后危机时代的美国主要外资

银行2监管机构为对象，回溯其监管变化的动因，梳理其监管实践，进而归纳相关监管规则的

特征，以期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监管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并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背景

（一）美国主要银行业监管机构

美国涉及银行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机构共9家（见表1），其中，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货币

监理署、美国存款监理署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隶属于美国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其余的

5家机构基本平行且相对独立，但相互之间有交流协作。其中，美联储的权力呈现“扩大化”

倾向，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和“超级监管者”（戚红梅，2009；冯利红，2014等）。

从监管范围看，美国财政部（含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

1	“六何分析法” 也称为“5W+IH”分析法，既是一种思考方法，也是一种创造技法，最早由美国政治学

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 Lasswell）于 1932 年提出。
2	本文中的外资银行意指在美国境内注册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在美国境外注册的跨国金融机构，符合美国

“长臂监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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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美联储和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六家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涉及美国境外，拥有对

在美国开设分行或子行的外资银行业机构、美国公民和接受美国属地监管的跨国金融机构进行

监管的权力（王刚和徐暮紫，2011等），美国对外资银行的主要监管规则也基本都由上述监管

机构制定。

表 1：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列表

成立 
时间

机构名称 监管内容与对象 监管范围
监管范围是
否含外资银

行业

1789 年
9 月

美 国 财 政 部（U.S. Dept. 
of the Treasury）

财政、国债、征税等，监督中央银行
和储蓄机构（综合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1862 年
7 月

美国国内收入署（IRS，
财政部下属）

征税与落实纳税法案（专项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1863 年
2 月

美国货币监理署（OCC，
财政部下属）

美国联邦注册银行（监管机构：国民
银行）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跨州）

是

1913 年
12 月

美联储（Fed）
监督联邦储备银行、监管银行等金融
机构、货币政策制定执行、美元发行、
支付清算等（综合监管）

立 足 美 国 国
内，覆盖全球

是

1934 年
1 月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实行有法定限额的存款保险制度（专
项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跨州）

是

1970 年
3 月

美国国家信用社管理局
（NCUA）

监督美国信用联盟组织和信用社的信
用活动，管理信用社股份保险基金等
（监管机构：信用合作社 1）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州内居
多）

否

1989 年
8 月

美国存款监理署
（OTS，财政部下属）

美国州立储蓄机构（监管机构：储蓄
银行 2 和储贷协会 3）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州内）

否

2010 年
7 月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FSOC，财政部下属）

跨机构系统性风险监测与监管协调（综
合监管）

立 足 美 国 国
内，覆盖全球

是

2010 年
7 月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项监管：消费者
投诉、信用卡保护、约束收债公司滥
用权力等）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注：1. 美国的信用合作社一般由当地居民发起，立足社区、服务社员，属于“普惠金融”的范畴。2. 美
国的储蓄银行主要办理定期（长期）住宅抵押贷款业务，以服务州内居多。3. 美国的储贷协会是主要办理

定期（长期）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分互助制和股份公司制两类，由联邦或州政府主导，

也以服务州内居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的官方网站和维基百科部分信息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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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举措

针对2008年次贷危机中出现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迅速反应、密切关

注，出台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并建立、健全了以法案为主体的长效机制和具体的压力测试措施

（见表2）。

表 2：后危机时代美国监管主要举措列表

生效
时间

举措名称 出台形式和目的 出台方（签署人） 适用范围

2009 年
11 月

《监管资本评估
计划》（SCAP）

法案；开展严格的资本压力
测试，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0 年
7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DFA）

法案；防范系统性风险，为
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
遇的极端风险提供安全解决
方案

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牵头
制定，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0 年
11 月

《综合资本压力
分 析 与 回 顾》
（CCAR）

测试；保证大型银行在各类
经济和金融压力下仍有足够
的资本和流动性，确保运营
正常

美联储发布
19 家在美银行控
股公司（含大型
在美外资银行）

2012 年
7 月

《沃尔克法则》
（Volcker Rule）

法案；禁止银行利用参加美
国联邦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
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
基金

美联储牵头制定，时任
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
席 保 罗· 沃 尔 克（Paul 
Volcker）提议，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2 年
10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压力测试》
（DFAST）

测试；限制系统性风险，银
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必须通过
压力测试防范可能遭遇的极
端风险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3 年
3 月

《 海 外 账 户 税
收 合 规 法 案》
（FACTA）

法案；要求全球金融机构向
美国监管当局通报美国公民
在海外的金融资料，以备查
税

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内收
入署制定，时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签署

美国公民的海外
账户（全球范围）

2014 年
2 月

强化审慎标准》
（EPS）

测试；进一步管理银行系统
性风险，开展更严格的资本
和流动性压力测试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出台的监管法案主要包括《多德—弗兰克法案》

（2010）、《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2012）、《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2013）等，制定的

具体压力测试措施主要包括《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2009）、《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

顾》（CCAR，2010）、《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2012）、《强化审慎标准》（EPS，

2014）等。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防范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具有对国内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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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视同仁”的监管特点。这也就是说，无论美国的本土银行机构，还是外国或外资在美的

银行机构，一定程度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对应的义务。

三、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动因

美国的立法素有“循序渐进、日臻日善”的传统，金融监管也不例外（冯利红，2014；冯

辉，2014；杨海瑶，2017等）。当发现问题出在制度层而非执行层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会及

时加以反思、开展讨论，并出台对应的监管规则。这样的机制使出台的规则更具针对性、协同

性和全面性，有利于防止错误重犯。

（一）坚持问题解决导向

将解决问题作为导向，是美国金融监管一直以来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2008年的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以下主要问题，给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极大震动和严峻

挑战（王自力，2008；冯利红，2014；杨海瑶，2017等）：一是如何确保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包

括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与流动性稳健；二是如何确保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银行）的交易符合

穿透性要求，其中的风险不为复杂的交易路径和层次所掩盖；三是如何确保集团内部交易或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针对以上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运用系统性思维，统一标准，采取法案实施、压力测

试、机构完善、客户保护等多项举措，力争达到监管目的。现有研究多采取独立的视角，探索

美国某一监管对策、法案和测试要求（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冯辉，2014；李华泉，2015；

姜跃生，2015；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刘天永，2017；徐明棋，2017），而忽略了措施

之间的联系及措施背后隐含的逻辑和目的。表3对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监管举措进行了系统性

梳理。

表 3：美国次贷危机后的问题导向与监管对策

危机反映出的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主要监管对策 1 主要监管实践 适用范围 2

如何确保大型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资本
充足与流动性稳健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强化审慎标准》（EPS）
设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压力测试从 19 家在美大
型银行覆盖到所有在美有
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机构
（FBO）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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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交易符合
穿透性要求而不为
复杂的交易路径和
层次所掩盖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沃尔克法则》（VolckerRule）
设立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全 面 梳 理 交 易 对 手 并
发 送 客 户 表 白 书（Rep 
Letter），禁止在美银行利
用参加美国联邦保险的存
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
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如何确保集团内部
交易或子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不会引
发系统性的风险和
危机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强化审慎标准》（EPS）
《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设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根据银行在美机构规模设
立监管标准，区分银行控
股公司（BHC）3 和金融
控股公司（FHC）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注：1. 表中“主要监管对策”中加粗字体为该项监管问题的重要对策。2. 表中的适用范围包括美国境

内、外银行，其中美国境外银行包括在美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和在美国境外注册的跨国金融机构。3. 银行分

支遍布全球，作为各行业复杂多层组织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银行控股公司（BHC）。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网站和专业文献编制。

（二）突出美国优先导向

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美国的战略思维发生了根本转向：逐步从“全球平衡”向“美

国优先”转型，实施系列减税措施并推动本土制造业的复兴，存在否定前任政策的可能。在

这一思维下，美国政府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以下简称《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等非美国主导、不符合美国

直接利益或优先价值的多边条约与组织。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美国的金融监管策略

也有所调整，主要表现为：与“美国优先”相符合的政策将继续坚持甚至进一步发扬；与“美

国优先”相悖离的政策将可能削弱甚至彻底废除。按照这一思路，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监管对策

可以分为对个人以及对组织/机构两大类（见表4）。

表 4：次贷危机后对监管对策的再评估

后危机时代美国的主要监管对策
（按类型划分）

是否符合
美国优先

未来可能采取的策略 适用范围

针对个人监管对策（主要含法案、组织）
1.《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CTA）
2.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1. 是，加强全球征
税力度，符合美国
利益
2. 是，符合美国利
益

1. 延续并推广至 OECD 等国
际组织，推出加强版《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统一
报告标准》（CRS）
2. 基本延续，可能因金融监
管放宽而放松部分要求

含美国境
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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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机构监管对策（主要含法案、压力测
试、组织）
1.《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2.《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
3.《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4.《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5.《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6.《强化审慎标准》（EPS）
7.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1—6 项对策需再
评估，可能需要修
订；第 7 项对策基
本符合，可能会部
分调整

1—6 项对策将重塑美联储，
以“修复金融活力、推动金
融复苏”为名放宽金融监管；
第 7 项对策基本符合，引入
G20 倡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机制

含美国境
外银行

注：表中适用范围同表 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网站和专业文献编制。

由于两类对策带来的直接利益存在差异，未来的监管策略也可能面临分化和调整：一是针

对个人的监管对策，主要包括监管法案（《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和组织完善（设立美

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这类措施有利于美国的消费者保护和提升国家税收，维护国家的安

全与稳定。因此，虽然存在因金融监管放宽而放松部分要求的可能，但基本可以保持延续。如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还被推广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推出了加

强版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统一报告标准》，并影响了其他国家出台类似的政策1（李

华泉，2015；刘天永，2017）。

二是针对机构的监管对策，主要包括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

等）、压力测试（《监管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

测试》《强化审慎标准》等）和组织完善（设立FSOC等）。这类措施有利于加强对在美银行的

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但是，这类措施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限

制银行等的金融机构的交易、增加银行的准备金和保险金、制约外资银行在美业务与发展等。

因此，尽管部分措施得到了延续和推广，但更多的监管法案和压力测试可能会做出调整，特别

是在2018年美联储主席换届之后。不少研究指出，根据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特朗普

总统试图重塑美联储，并以“修复金融活力、推动金融复苏”为名放宽金融监管，其中美联储

的压力测试放松、对自营交易和高风险衍生品的交易放宽等或首当其冲，其核心在于降低对大

型托管银行的资本要求（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徐明棋，2017；程实，2017），预计最

早在2018年付诸实施。

1	例如，2017 年 5 月 9 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推出了中国版的“肥咖条款”，即《非居民金

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用以加强税收与反洗钱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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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特征

（一）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的“扩大化”

在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之初，主要面向美国本土银行，并不涉足域

外事务。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美元逐步走向全球货币

的地位，一度与黄金挂钩（朱太辉，2010；黄海洲，2016等）。即便1971年布雷顿森体系解体，

美元仍然继续承担着全球货币的角色，并与石油等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绑定，被赋予了更多的

价值尺度和内涵属性。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必然会扩大自身的

管辖范围、聚集监管权力、提升管理力度。这一背景与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都不断助推美

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走上前台、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管理，特别是全球银行监管政策的引领

者、制定者和裁判者。

机构监管领域：从美国本土银行转向对在美外资银行、全球其他银行的“全监管”。随着

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美元交易越加频繁；同时，伴

随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元地位持续强势。但这其中，也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这就要求美

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视野必须更为广阔，并相应拓展监管范畴。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监管机

构看到了自身的监管局限、风险的内在关联，因此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FSOC、《综

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和《强化审慎标准》（EPS）及反洗钱和放恐怖融资等“全监管”举

措，将监管从美国本土银行推广到在美外资银行，及至未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不存在直接业

务往来的全球其他银行，加大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预警。

个人监管领域：从美国公民账户衍生到全球银行账户、账户管理机构的“大监管”。账户

不仅可以知晓个人的收入、支出及其应税账款、实缴账款等衍生信息，还能了解资金流、信息

流、实物流的基本动向，并为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管理、异常账户管理、异常行为管理等

要件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提供基础支撑。加强账户监管和纳税管理，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

合当下“美国优先”的原则。《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监管规则，采取了对境内外公民账

户“大监管”措施。以此为原点，向外资银行业延伸将是后续必然的安排。

交易监管领域：从交易内容延伸到对交易对手、交易背景、交易流程的“强监管”。引发

2008年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包括：交易设计存在纰漏、交易基础不牢固、交易层级太过复杂、

交易实质难以穿透。因此，将监管领域从交易内容（包括外资银行）延伸，形成包括交易对

手、交易背景、交易流程在内的“强监管”，成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另一必然选择，以实现

“以内治外、以静治动，内外联动、动静结合”的基本格局。《沃尔克法则》的出台、CFPB的

设立等措施，因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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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处罚的“长臂化”

如前文所述，美国的综合国力、全球一体化的加深和美元的广泛使用等因素，共同赋予

了美国监管机构，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以“国际警察”角色和“长臂管辖”权力。这一角色必

然要求其监管、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国际化，从维护自身“运动员”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出发，一

定程度上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或处罚手段，使得美国监管机构的“长臂管辖原则”更加凸显，特

别表现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制裁国家与地区的管理上。此类案例无论是处罚对象、处罚金

额、处罚范围都以非美国本土银行为主，尽管不排除美国本土银行因受到严格的“国民监管”

而更加注意与合规。就此，本文综合了媒体报道、行业信息和监管通报，整理了2008年次贷危

机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处以上亿美元及以上的重大处罚情况（不包括非危机

问题导向的违反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受制裁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以及种族歧视等其他案

例1）。表5显示的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被美国金融监管处罚过亿美元的22家银行和31个代表

性案例中，扣除违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案例和员工种族歧视的案例后剩余

的10家银行的14个代表性案例。

表 5：2008 年以来各国金融机构因问题导向遭受美国监管处罚的代表性案例

金融机构 国别 时间 涉事案由 处罚金额

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 美

2011 年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分别被处罚金
1.5 亿和 3.1 亿
美元

瑞穗银行（Mizuho 
Bank） 日 2012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

被处罚金 1.3
亿美元

瑞士银行（UBS） 瑞
2013 年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违规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分别被处罚金
8.9 亿和 2.9 亿
美元

汇丰银行（HSBC）英（港） 2014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 被处罚金 2.8
亿美元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美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违规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

被处罚金 166.5
亿美元

苏格兰皇家银行
（RBS） 英

2014 年
2017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被控
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分别被处罚金
4.8 亿和 54 亿
美元

1	由于上述两类监管处罚的内容成因与次贷危机的问题导向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因此本文不再深入讨论。

涉及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巨额处罚案例请参考尚微和蔡宁伟（2018）在《美国巨额监管处罚的主体、

对象、内容与趋势——基于 2007—2017 年处罚金额过亿美元的典型案例分析》一文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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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Citi 
Bank） 美

2014 年
2015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旗下
墨西哥国民银行（Banamex）被控未有效执
行美国反洗钱标准

分别被处罚金
3.1 亿和 1.4 亿
美元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德

2014 年
2016 年

被控利用“资不抵债”的空壳公司隐匿应缴
税款；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出售住房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MBS）

分别被处罚金
1.9 亿和 140 亿
美元

高盛（Goldman 
Sachs） 美 2016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误导投资者买入高风险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被处罚金 50.6
亿美元

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美 2016 年

被控未经客户同意开设虚假账户并违规收取
费用

被处罚金 1.9
亿美元

注：表中案例筛选标准为 2008 年来被美国监管机构（含非金融监管机构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处

罚 1 亿美元及以上的金融机构案例。表格中加粗字体突出了相关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前不合规行为的直

接处罚事由；斜体突出了唯一一家美国控股银行因反洗钱管理不合规，在 2008 年后被美国银行监管机

构处以上亿美元的罚款，所涉美国反洗钱标准即指 BSA/AML 合规项目（Bank Secrecy Act 与 Anti-money 
Laudering）。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编制。

按照次贷危机的问题导向，上述处罚案由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涉及引发次贷危机根源的违

规产品，有7家银行7个案例涉及次贷危机前不当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中美

国本土银行有3家3个案例，占比均为43%；二是涉嫌违反监管规定偷漏税款，共涉及1家非美

国本土银行的1个案例；三是涉嫌垄断市场交易，有5家银行5个案例涉嫌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Libor），其中美国本土银行有2家2个案例，占比均为40%，尚未过半；四是涉嫌非法开立

虚假账户牟利，只有1个案例，涉及1家美国本土银行，占比为100%。

从受处罚金融机构的金额来看，美国监管当局对美国本土银行也开出了大额罚单，且以美

国银行的166.5亿美元为最。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美国监管当局对10家银行开出的443.3亿美元

罚金中，美国的6家本土银行被处罚金为226.7亿美元，占比51%，处于略微过半的地位。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监管机构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和“一视同仁”的公允做法，也可在一定

程度上解除其他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前美国本土银行在销售不当产品清偿、偷漏税

款、操纵利率这三类受处罚的案例中占比较小而引发的质疑与担忧。

（三）统一监管机构标准使之“通用化”

就美联储而言，其无论对境内外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BHC）还是境

内外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抑或是境外银行机构（Foreign Bank 

Organization，FBO），在这些机构全球总资产和在美机构总资产的划分标准上，均相对明确和

统一（见表6）（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Goldberg和Wa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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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相关法案看，则无论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还是《监管

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强化审慎标准》，500亿美元都是一个基本的划分

标段，统一的界限划段十分明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监管主体的通用性和延续性，有利于被监管

的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解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监管对象要求的一

致性和通用性，即在监管框架范围内基本不存在例外或特殊的划分标准。

表 6：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监管的主要标准

生效
时间

举措名称 出台方
资本划分标准

（单位：亿美元）
适用范围

2009 年
11 月

《监管资本评估计
划》（SCAP） 美联储 按资本规模划分为四档：

1. 第一档（Ⅰ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100 且小于 500，在
美资产小于 500
2. 第二档（Ⅱ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分
支机构及非分支机构）小于
500
3. 第三档（Ⅲ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分
支机构及非分支机构）大于
500
4. 第四档（Ⅳ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非
分支机构）大于 500

具有一定通用性和延续性
1. 通用性：对在美金融机
构（含在美外资银行）基
本一视同仁，对满足一定
条件的银行机构给予“国
民待遇”
2. 延续性：以 EPS 为例，
其资本和流动性压力测试
符合 CCAR 和 DFAST 压
力测试要求，均符合 DFA
和 SCAP 的框架性要求

2010 年
7 月

《多德—弗兰克法
案》（DFA）

美国财政
部、美联储

2010 年
11 月

《综合资本压力分
析与回顾》（CCAR）

美联储

2012 年
7 月

《沃尔克法则》
（VolckerRule） 美联储

2012 年
10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压力测试》

（DFAST）
美联储

2015 年
11 月

《强化审慎标准》
（EPS） 美联储

注：《沃尔克法则》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FA）的一部分，无资本划分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监管官网、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相关内容编制。

五、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的监管趋势

（一）尝试建立独立于巴塞尔协议的“美国规则”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BCBS）、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EBS）等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和美联

储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的初衷一致，但由于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导致欧洲主

导的金融监管机构与美国主导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见表7）。

一是利益倾向存在根本差异。特别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美国优先”导向，可能使得

包括欧盟成员在内的国家利益、金融利益受到限制甚至损伤。二是主导形式不同。欧洲的金

融监管机构由德、法、意、西、荷等多国主导，各国之间存在政治立场的差异，特别是英国

“脱欧”的进程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而欧洲金融监管机构的核心——欧洲银行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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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已于2017年11月23日在欧盟部长级会议投票后决定由伦敦迁址巴黎；相比之下，美国

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对稳定，尽管存在政见和党争的影响，但基本由美国国会主导。三是适用法

系不同。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多用大陆法系，而美国则由判例法主导。四是监管模式不同。欧

洲金融监管虽然由欧洲银行管理局等主导，但各成员国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和执行体

系，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FFSA）、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AMF），就连原属欧盟且坐拥欧

洲银行管理局的英国也设立有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等银行专职监管

机构；而美国虽然存在多头监管，但始终脱离不开FSOC的“会审”管理和国会的最终决策。

五是监管范围存在差异。欧洲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面向欧洲和在欧设立有分支机构的境外银行，

鲜有处罚其他地区的“长臂管辖”案例；而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把上述范畴衍生到关联账户、关

联交易、关联银行和关联国家，且独立发布制裁国家、机构与个人，并单独采取强制措施。由

于存在上述差异，欧美金融监管机构的目标和对次贷危机的反思也有很大不同，并导致各自会

出台对应的、不同的监管政策。

表 7：欧美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差异对标

对标事项 欧洲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监管政
策存续期

利益倾向 欧盟优先 美国优先 2017—

主导形式 德、法、意、西、荷等多国主导 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 长期

法系流派 大陆法（罗马法）为主 判例法（英美法）为主 长期

监管模式 多国监管 功能监管到整合监管 * 2010—

监管范围 区域（欧洲为主）监管 全球监管 1944—

注：* 功能监管也可细化为“伞型监管 + 功能监管”，其中的伞型监管主要针对金融控股公司（FHC）

（张华和蒋难，2003）。其中存续期项下的代表事件和起始时间分别为特朗普总统执政（2017）、美国金

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成立（2010）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 System，BWS）确立（194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编制。

（二）持续加强境外跨国机构的金融监管

从后危机时代美国推出的监管法规的重要性看，《多德—弗兰克法案》堪称1930年以来最

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其旨在限制系统性风险，为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遇的

极端风险提供安全解决方案，并将存在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置于更加严格的审查监督之下；

同时，对衍生品交易进行改革，以确保其能被穿透。处于第二位的，当推《强化审慎标准》

（EPS）。其将在美银行按资产规模分为四档，从低到高适用逐级趋严的监管标准，涉及风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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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本充足率、资本压力测试、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方面，是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具体

细化和有机补充。而《监管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与《多德—弗兰克法

案压力测试》，乃至最终的《强化审慎标准》，则侧重于上述法案的具体实施与技术落地，并将

相关监管从美国本土银行推广到在美的大型银行，进而推广到在美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外资银

行，最终透过税务管理、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管理和制裁国家与地区等法案，衍生到与美

国公司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外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其全球范围的金融监管。

20国集团（G20）和其下属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上

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通过“名单制管理”来识别和管理全球系统重要

性银行。2011年以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每年都会通过全球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

可替代性、复杂度等五个维度对银行进行评价，筛选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并将

其分为五组，组别越高，受到的监管越严格（见表8）。

表 8：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列表

组别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第五组（0 家） 空缺

第四组（1 家）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第三组（4 家） 美国银行（BOA）、花旗集团（Citi Bank）、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汇丰银行（HSBC）

第二组（8 家）
中国银行（BOC）、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巴黎银行（BNP Paribas）、中国
建设银行（CCB）、高盛（Goldman Sachs）、中国工商银行（ICBC）、三菱东京（MUFJ）、
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第一组（17 家）

中国农业银行（ABC）、美国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瑞士信贷（Credit S 
uisse）、法国农业银行（Crédit Agricole）、荷兰国际集团银行（ING）、瑞穗银行（Mizuho 
Bank）、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北欧联合银行（Nordea Bank）、加拿大皇
家银行（RBC）、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法国
兴业银行（SG）、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三井住友（SMBC）、瑞士银行（UBS）、意大利联合信贷（也称“裕信银行”，
UniCredit SP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官网信息整理，日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尤其受到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也受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的格

外“青睐”。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因各类原因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处罚1亿美元以上的银

行看，呈现出组别越高越容易受到严厉处罚的趋势。其中，第四组唯一的1家银行被罚，受

罚占比为100%；第三组4家银行同样全部被罚，受罚占比也高达100%；第二组8家银行中仅

工行、中行、建行未受大额处罚，受罚占比达63%；第一组17家银行中有美国纽约梅隆银行

（BNY Mellon）、法国农业银行（Crédit Agricole）、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北欧联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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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Nordea Bank）、加拿大皇家银行（RBC）、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法国兴业银行

（SG）、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三井住友（SMBC）、意大利联合信贷（UniCredit 

SPA）等10家银行未受到大额处罚，受罚占比41%。整体看，在8家美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

的有5家，占比63%；14家欧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的有7家，占比50%；3家日资银行中受

到大额处罚的有2家，占比67%；4家中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的有1家，占比25%，相对处于

较低水平；加资银行只有1家（新晋），未受到大额处罚。

（三）不断完善对关键环节和个人的监管

在关键环节上，次贷危机前，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产品的“穿透性”上认识和措

施不足，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次贷的“歪风”，既未能及时指出创新产品端存在的问题，也未能

尽早遏制机构端对客户的大规模销售，更未能有效发现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王自力，2008；李

黎和张羽，2009）。2013年12月10日，美国五大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了最终版本的《沃克尔法则》，

要求各在美外资银行必须按照该规则的要求，建立隔离自营交易与代客交易的一揽子合规管理

机制。

在个人监管上，尽管对客户等个人的监管并非次贷危机的根源，但由于税收一直是美国的

立国之本，是每一位公民必须尽到的义务，加之借助对个人账户的监控和管理，有助于发现洗

钱、欺诈、异常行为、不当交易和参与恐怖融资等风险，因此对个人的监管也呈现扩大化、全

面化的趋势。《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监管规则的出台，采取对境内外公民账户的“大监

管”，并借助“长臂管辖原则”延伸到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等措施，也因此成为必然的安排。

2010年3月18日，美国颁布了《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意在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政府间协议

来减少或消除该法案与各国法律的冲突与障碍，促使法案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吴健和朱非墨，

2016）。其中，政府间协议要求各国商业银行定期报送美国纳税人在其本国资产和受益信息情

况的特定合规义务，如美国纳税人不履行该合规义务，将被扣缴其源于美国的收入和收益总额

的30%，作为预提税。

在处罚对象上，既处罚机构也处罚个人的“双罚制”已是必然，并成为常态。需要关注

的是，对个人的处罚不仅集中在罚款等措施上，严重的可能还会遭到终身禁业（针对银行、

证券、期货等从业人员）等较为严厉的处罚，如果触犯了刑律，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这

种方式，对公民等个人而言，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如2012年7月17日，曾主管汇丰银行

（HSBC）内控合规、法律保全、反洗钱等工作的该行首席合规官戴维·巴格利，就因涉及墨

西哥等中北美洲国家的反洗钱监管不力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参议院的质询，并随后主动引咎辞职

（蔡宁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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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启示

（一）国家战略层面的启示

1. 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

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不仅有利于我国的金融战略，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

实现，也有助于保障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权益。一是借鉴“石油美元”，加速设立

“天然气人民币”（黄晓勇，2017），使人民币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篮子货币”

特别提款权（SDR）的基础上，借助“天然气”“可燃冰”等新型环保能源更好地体现主权意

义和通用价值；二是借道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健全独立的人民币全球清算、结算通道，推广

Shibor的国际应用，加速设立人民币跨区域、跨大洲、跨时区的清算机构，提升在岸与离岸人

民币的市场化运作，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长臂管辖”的影响和限制；三是借助我国主导的国

际性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丝路国际银行

（SRIB）以及我国的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给予“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以足够的

金融支撑，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辐射面和认可度。

2. 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

加强国家间、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采取“求同存异”的思维，优先选择各国、各

金融监管机构的一致点和共同点，从而将“美国优先”或“某国优先”的思维转换为“中国

并重”的“双赢策略”。一是与相关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通力合作，放下“单边主义”思维，加

强属于本国企业、公民项下的税收管理（冯辉，2014；李华泉，2015）。如2017年国家税务总

局等六部委下发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2017年第14号），就是一

项既顺应各国思维、又确保本国权益的良策。二是支持多边协作，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的议题与决策，支持全球均衡的金融治理而非某家独大，支持中资银行入围全球系统

重要性银行。三是引导各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孰严原则”，认真落实属地监管的要求，严格履

行各项合规职责，加速培养全面合规的意识和落实全员合规的责任。

（二）金融行业层面的启示

1. 审慎推动在美银行机构的设立

从历史的实践看，外资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业务发展并不顺

畅，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监管周期、竞争关系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一发现，对于我国的监管

机构、金融同业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从二战之后70多年的美国银行监管史来

看，外资银行业出现过蓬勃发展的局面，但这类情境往往难以持续，容易受到上述宏观因素的

制约。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住友、三菱等日资银行在美国业务发展势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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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纽约等金融中心开设了几十家分支机构，与美国本土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而

随着1985年“广场协定”的签署，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在美日资银行经营状况每况日下，

不复当年辉煌。

2. 实施内外无差别的银行业监管

从监管的反馈来看，尽管美国监管机构给予外资银行巨额的罚单，但被罚的外资银行大

多认可处罚，积极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并支付巨额赔偿，没有出现强烈的抵触，更鲜有因

此引发重大国际政治争端或触发地区金融冲突的案例。一方面，这与美国监管的强势、美元流

通的强势、美国国力的强势有关；另一方面，美国监管当局往往在“开诚布公、证据确凿、人

赃并获”的前提下再开出罚单，无论对外资银行还是美国的本土银行都采取基本相同的处罚流

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美国监管机构的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和“一视同仁”的公允做

法，值得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借鉴。 

（三）金融机构层面的启示

1. 履行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义务

加倍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防止不必要的监管处罚，尽可能避免受到美国金融监

管机构的“长臂管辖”。从历史数据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长臂管辖”主要体现为对违反

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的处置与处罚。从2008年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超过1亿美

元的罚款案例来看，在涉及的21家银行的29个案例中，有14家银行的16个案例涉嫌违反反洗

钱、反恐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占比分别为67%和55%。在上述违反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案

例中，美国本土银行（含控股银行机构）仅有1家银行的1个案例，即花旗银行旗下的墨西哥国

民银行（Banamex），占比相对较低；余下的皆为非美资银行。这也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处罚的重点所在。对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

防控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1号），特别要求商业银行要加强境外合规管理，提高风险

防控意识。

2. 加强对在美机构和在美雇员的管理

尽管美国巨额监管处罚大多针对机构，但组织的行为实际是由不同个体的行为所组成的，

是一定数量的个体行为甚至集体行为的集中体现。因此，管理好公司的员工，不参与违法违规

的交易显得尤为重要。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中资企业在美的机构、雇员，坚决不能参与洗钱、

偷税、漏税等交易，坚决不能与受制裁的实体有业务往来或参与内部交易，否则会导致监管检

查和处罚，所在机构也可能因内控管理不到位、业务不合规等问题而承担连带责任（尚微和蔡

宁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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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d their supervisions ove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especially over commercial banks, to secure propoer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c and systemic risk. After 2008,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issued a series 

of "combo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reform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improving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introducing new rules, imposing stress tests and conducting inspection 

and punishment. Those measures have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systemic ris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on overseas banks and individual clients in the post-

crisis era, traces back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supervisions,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of the regulatory a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ory rules,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 approaches. In the environment 

of strong regulations, we predict that future American regulatory rules will further improve and expand its "long-

arm jurisdiction". First,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try to establish independence and the "American Rule" 

outside Basel; second, the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of overseas multinational agencies; 

third, they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key sectors and individuals. These trends are worth the constant 

attention. We need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RMB financial system, strength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the U.S. 

carefully, implement non-discriminatory banking supervisions over domestic and overseas banks, fulfill necessary 

compliance obligations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s,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employees in the U.S. and avoid unnecessary regulation examinations and unnecessary regulatory 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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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监测体系构建与实证检验

吴红兴　　韩玉嘉　　郑　哲 1

摘要：本文借鉴结构损伤探测原理，尝试以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和刚兑利差

作为观察债券市场整体波动脆弱点的基础，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衡量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的指

数；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评估货币市场、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经济因素等相关指标变动对该指数的影响力度、方向及其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债券市场短期具有较强的自我惯性运行特征，但从中期来看，外汇占款环比变动、名义 GDP

当季同比指标对债券市场脆弱性的影响力度较为显著并呈逐期加强的趋势；在正负两个方向均

有一些检验显著的冲击指标；同时部分冲击指标对债券市场脆弱性的滞后影响也值得重点关注。

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脆弱性监测体系，在出台相关宏观政策工具前应事先评估相

关指标因素对债券市场的冲击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再合理地安排好政策出台的顺序、力度

和时机，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和防控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有效平衡。

关键词：债券市场脆弱性；风险监测；脉冲响应；格兰杰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一、引言

系统性风险的传播速度、牵连范围、破坏力度均远远超过个别机构的单体风险。特别是像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会危及全球金融稳定，还会给全球宏观经济和社会财富造成巨

大损失。2011年，FSB把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金融服务大范围瘫痪并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后

果的风险，这个领域也吸引了全球大量研究力量的参与。Minsky（1992）最早通过分析微观经

济主体财务杠杆与经济周期的联动变化，揭示了金融的脆弱性2，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也称

1	吴红兴，高级经济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银监局，联系方式：wuhongxing@cbrc.gov.cn；
韩玉嘉，中级经济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中心；郑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银监局。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
2	债券市场脆弱性是一种债券市场的高风险临界状态，此时外部事件冲击强度增加对其所带来的影响要

远大于等量的冲击强度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属债券市场为应对外部特定事件冲击而触发的强烈的非线

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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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内在脆弱性”或“狭义的金融脆弱性”。

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上，即对一个或一组宏观经济基

本变量取不同的可能值，观察体系内风险的大小。如Alfaro和Drehmann（2009）所提出的GDP 

压力测试，就是利用单变量自回归模型对各个国家的GDP 增长进行了预测，并将最差的负向

预测误差作为压力情景，用它来冲击模型，以得到GDP 增长率的最大可能降幅，然后将其与

过往的危机数据对比，以衡量体系内风险的大小。国内的陶玲和朱迎（2016）首先对金融机构

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货币市场风险、外汇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及政府

部门风险，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筛选出显著性较高的

指标，最后通过综合评价技术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来评估系统性风险状况。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易敞口分析、资本缺口分析和权益分

析三种。（1）交易敞口分析。以 Chan-Lau 等（2009）给出的资产负债表敞口分析为主要模拟

方式，考察单个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信用风险或流动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的传播，通过假设违约

损失率和破产条件，来计算被引发的破产银行数量，从而得到总体系统性风险的度量。（2）资

本缺口分析。基于尾部度量法，Acharya 等（2010）构建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预期损失模型，将

市场预期收益率低于临界值 C 时的预期收益率定义为系统的条件预期损失，并通过对各个机

构市场份额求偏导的方式，考察单个机构对条件预期损失的贡献度，得出该机构的Marginal 

Expected Shortfall（MES）。（3）或有权益分析（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CCA）是由Gray 

和 Jobst（2011）提出，利用的是经风险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结合金融机构相关负债信息和

权益的价格及波动性，计算出隐含市场预期（而非资产负债表上）的机构资产价值和波动性，

并由此计算出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等衡量金融机构债务风险的指标。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大致可分为宏观指标层面和资产负债表层面

两大类，鲜有从债券市场等中观层面来评估系统性风险的引爆点和脆弱点。本文尝试从中观层

面来观察债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及其脆弱性，主要是基于以下假设：一是市场是相对有效的，

经过多次的市场博弈后活跃的交易品种应该能够充分地反应市场的各种信息；二是宏观的经济

金融指标更多是基于统计口径而形成的数据，无法及时反应市场的风险信息，并经常受到回溯

的影响而导致数据的可信度降低；三是个别机构的资产负债、敞口、权益等数据从长周期来看

会有效反应其风险状况，但短期容易受到机构本身风险偏好和管理层的影响。

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金融乱象是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2018年更是

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中央经济工作三大攻坚战的首位。我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源于制

度短板，特别是在监管套利、金融体系关联复杂、乱办金融、刚性兑付这四方面表现突出。监

管套利主要包含期限套利、信用套利、流动性套利、币种套利、资本套利和信息套利这六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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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016年以来，监管层对这些套利分别做出不同的监管制度安排，尤其是在期限套利、信用

套利和流动性套利上动作明显；同时，监管层也高度重视银行理财为维持刚兑而隐含的系统性

风险累积，并采取了相应的监管动作。

大型柔性受到局部冲击后，会通过波的形式的将波源信息传播开来，这为通过研究应力波

的各种信息变化来判断结构损伤状况提供了可能。同样，我们借鉴柔性结构损伤探测的这种原

理，利用债券市场提供的大量波动信息来观测和评估其系统的脆弱性风险。当债券受各种内外

因素的冲击时，会出现明显的、连续性的应力波动，这为我们观察债券市场的系统性脆弱点提

供了非常有效的视角。因此本文选取了监管套利和刚性兑付两个主要因素进行量化评估，分别

以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和刚兑利差来反映债券市场脆弱性风险的相对变化。本文

将这四种利差运用因子分析法拟合出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并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

数、方差分解技术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方法来分析各金融子市场及经济因素对债券市场脆弱性

的影响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

二、债券市场脆弱性监测：典型案例和分析框架

（一）2016 年债券市场风波回顾

自2016年11月以来，在美联储加息、央行MPA调控引发金融机构去杠杆、年末资金面趋

紧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债券市场遭遇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2016年12月15日，5年期、10

年期国债期货一度触及跌停，而现货市场上，利率债各期限品种上行幅度均超过10bp，其中10

年国债、10年非国开债和10年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上行11bp、14bp、23bp，达到3.33%、4.02%、

3.89%。

从债券市场危机的运行逻辑上看，债市在崩盘之前会出现一些异常迹象，如债券投资者存

在某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债券的收益与风险比不具备安全边际等。从2016年债券市场危机前的

市场表现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高流动性品种的过度交易

债券牛市中，市场乐观情绪较高，高流动性的债券品种会较其他品种出现更大的需求，利

差指标较好地反映了这样一些异常变化。以10年国开债为例，2014年下半年前，10年国开债

和7年国开债保持在8—10bp的利差，2015年以来，利差趋势性下降至-10bp左右，并于2015年4

月末达到-35bp的极值。分析原因是由于在市场牛市的时候，10年国开债被作为主力交易品种，

流动性溢价被大幅压缩，从而导致两者流动性利差大幅收窄。

2. 主流和非主流品种的期限利差收窄

1	2017 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在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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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期利率债作为一个非主流品种，与长期利率债的价差一直保持在偏高位置。2016年，

市场关注到这一“价值洼地”的品种，并迅速表现出“进攻性”，从而使该利差逐步收窄到泡

沫水平。原因是在牛市预期下，超长债的“久期杠杆”远高于长期债，若牛市持续，超长债的

投资则会出现超额回报。因此自2016年起，30—10年国债的利差从余80bp大幅下降至30bp左右，

收窄幅度达到50bp。

3. 信用利差缩窄，刚兑信仰加剧

2015年起，信用利差开始大幅压缩超过100bp，一是由于信用债实质违约率偏低，二是并

未出现流动性冲击。以5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与5年中期票据（AA）的信用利差为例，近五年两

者的信用利差均值约230bp， 2014年初债券市场进入牛市行情后，信用利差呈现明显下行趋势。

特别是进入2016年三季度，信用利差进一步收窄，9月末更是触碰100bp以下的历史低位，特别

是在理财产品一路高歌猛进的乐观情绪下，投资者不断强化“刚兑”信仰，严重低估信用类投

资品的风险。

（二）分析框架

从前文我们对脆弱性的定义可以发现，研究系统的脆弱点必须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一是

脆弱点附近的市场结构与正常交易结构存在的显著差异，必须能够及时找到观察指标来反映这

种显著变动；二是通过量化特定事件的冲击程度，从中找到对市场稳定结构的影响程度及其相

关性。

通过回顾2016年债券市场风波，可以发现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和刚兑信仰与

债券市场的危机和恐慌等存在密切的关系，是系统脆弱性非常有效的观察指标，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利差可以有效过滤无风险利率等市场正常波动因素对整个债券市场的影响，

是市场对内在脆弱性冲击的一种应力反映；二是金融市场本身存在大量的跨期套利、跨市场套

利和跨品种套利交易，债券市场的相对时间价值、信用风险价值、流动性风险价值通过交易实

现了有效平衡，但市场出现整体性恐慌和系统性危机时，风险价值会不断上行，利差走阔；同

样，当监管宽松或货币宽松，大量投资者在逐利驱动下通过不断加杠杆和过度投机压缩利差空

间，直至引发系统性社会危机。过度恐慌和过度宽松均可以在利差变动中及时得到反映。三是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极易引发市场对赌政府的“刚兑”信仰，从而放大整个金融的系统

性风险。对赌“刚兑”的偏好同样会在相应品种的收益利差变动中显现出来，因此能否打破

“刚兑”，是衡量我国系统性风险能否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标志。四是这些利差指标的连续性可

以充当非常好地被观察变量，特别是对外生的经济金融指标而言，可以进行多频次的冲击测

试，来有效评估冲击的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选择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

差和刚兑利差来作为系统脆弱性的基础信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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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陶玲和朱迎（2016）经验，选择因子分析法，利用降维的思路，把多指标转化为

几个主成分的综合指标，使问题简化，同时得到更加科学有效的结果。本文选取债券市场最具

代表性的四组利差指标（见表1）作为被解释变量，来代表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

和刚兑利差，并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出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同时本文将宏观经济指标分

为金融市场因素和实体经济因素两大类，金融市场因素选取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

三个维度，其中货币市场选取1个月与7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利差、1年期与1周Shibor

利差和7天与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利差三组指标反映三组短期资金拆借利差；股票市场选取沪深

30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中证50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和上证5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三

组指标反映大中盘、中小盘和大盘的价格运行强弱；外汇市场选取外汇占款环比和实际有效汇

率指数环比两组指标反映外汇资金流入流出的程度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程度。实体经济因素选取

了M2初值/M1初值、名义GDP同比、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银行贷款和资产的

增速之比、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进行同比处理）、CPI当月同比、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累计同比）和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季转月）八组指标反映经济景气

程度、经济的综合增长状况、居民对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等实物资产需求的变化、银行实体

经济景气程度、企业偿债能力、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动、经济活动中的投资情况，投资越高预期

经济越繁荣和经济杠杆率水平。

为评估特定的宏观经济金融指标变动对脆弱性指数的影响，本文选择了代表金融市场因素

和实体经济因素的16个原始指标作为度量的依据（见表2），通过相关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这些宏

观经济金融指标变动对脆弱性指数在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上的冲击。

表 1：被解释变量基础指标池

维度 指标名称 经济意义

债券市场

10 年国开债与 10 年国债到期收
益率利差

自 2015 年银行委外业务爆发式增长后，由于非银机构在
国开债的品种上更为活跃，导致 10 年国开债与 10 年国
债的利差逐渐收窄，反映税收减免等因素在交易行为和
偏好上的变化。

30 年国债与 10 年国债到期收益
率利差

反映超长期利率债与长期利率债之间的时间价值上的差
异。

5 年中期票据（AA）与 5 年国开
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反映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与无风险利率（国开债）
之间的信用风险状况的变化。

3 年中期票据（AA）到期收益率
与股份制银行 3 个月理财产品收
益率利差

反映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与理财资金配置的
投资品收益率的利差，体现投资者对刚兑的信仰程度。
利差越低，说明刚兑信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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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解释变量基础指标池

维度 代码 指标名称 经济意义

货币
市场

X1 1 个月与 7 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加权利率利差

反映短期资金拆借利差。危机越严重，7 天利率越高，
二者利差越小。

X2 1 年期与 1 周 Shibor 利差
反映短期资金拆借利差。危机越严重，持有短期资产的
愿望越强烈，短期 Shibor 利率越高，二者利差越小。

X3 7 天与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利差
反映短期资金拆借利差。危机越严重，隔夜拆借利率越
高，二者利差越小。

股票
市场

X4 沪深 300 与申万 A 股指数涨幅差 反映大中盘股的价格运行强弱，市场情绪中性。

X5 中证 500 与申万 A 股指数涨幅差 反映中小盘股的价格运行强弱，市场情绪乐观。

X6 上证 50 与申万 A 股指数涨幅差 反映大盘股的价格运行强弱，市场情绪悲观。

外汇
市场

X7 外汇占款环比
反映外汇资金流入流出的程度。外汇占款提高说明外汇
资金流入较多，外汇占款下降说明外汇资金流出较多。

X8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 反映人民币汇率稳定程度。

经济
因素

X9 M2 初值 /M1 初值
反映经济景气程度，若 M2 增长幅度大于 M1 增长幅度，
意味着企业的定期存款增长幅度大于活期存款，企业和
居民交易不活跃，经济景气度下降。

X10 名义 GDP 同比 反映经济的综合增长状况。

X11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同比

反映居民对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等实物资产需求的变
化。

X12 银行贷款和资产的增速之比 反映银行实体经济景气程度。

X13 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 / 利息支出
（进行同比处理）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支出比
值越高，企业偿债能力越强。

X14 CPI 当月同比 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动。

X1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反映经济活动中的投资情况，投资越高预期经济越繁荣。

X16 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 / 名义 GDP
当月值（季转月）

反映经济杠杆率水平，社会融资指标越大，金融对实体
经济支持越大，经济杠杆水平越高。

注：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 Wind 系统，数据时段为 2008 年 5 月 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考虑到指数本身的匹配度和经济学意义，16个

解释变量也选取了相对变动值。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本文使用的部分数据经过技术

处理。对于季度名义GDP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将季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并做了平滑处理。

三、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因子个数的确定

本文主要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债券市场维度的四个指标变量进行KMO检

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检验结果拒绝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说明该因子分析模型具有

很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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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PSS软件对4个变量提取主成分，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三个公共因子F1、

F2、F3。为使每个因子上具有最高载荷的变量数最小，可以简化对因子的解释。

表3显示各因子旋转后的得分情况：第一主因子F1（简称“信用因子”）在“5年中期票

据（AA）与5年国开债到期收益率利差”和“3年中期票据（AA）到期收益率与股份制银行3

个月理财产品收益率利差”上有较大载荷，载荷占比分别达到了85.9%和89.9%，反映出信用

债收益率与无风险利率（国债）之间的信用溢价以及流动性不同品种间的风险溢价。第二主因

子F2（简称“期限因子”）在“30年国债与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上有较大载荷，载荷占

比98.3%，反映出超长期利率债与长期利率债之间的期限溢价。第三主因子F3（简称“行为因

子”）在“10年国开债与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有较大载荷，载荷占比99.8%，反映流动

性偏好对不同金融机构交易行为的影响。

表 3：因子旋转及得分情况

指标名称
F1

信用因子
F2

期限因子
F3

行为因子

30 年国债与 10 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0.055 0.983 -0.051
10 年国开债与 10 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0.036 -0.049 0.998
5 年中期票据（AA）与 5 年国开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0.859 0.253 0.007
3 年中期票据（AA）到期收益率与股份制银行 3 个月理
财产品收益率利差

0.899 -0.131 0.047

表4“总体方差贡献度”一列体现了每个主成分包含原指标的信息量大小，结果显示信用

因子、期限因子、行为因子三者的贡献度分别为39.897%、28.084%、22.011%。从“累积贡献

度”一列可看出，三个主成分累积体现了原指标89.992%的信息，高于80%，因此计算结果可

将其作为度量债券市场脆弱性的合成指标的主成分因子。

                        　　　　　　　　　　     表 4：总体方差贡献度             　　　　　　　　　      （单位：%）

因子 贡献度 累积贡献度

信用因子（F1） 39.897 39.897
期限因子（F2） 28.084 67.980
行为因子（F3） 22.011 89.991

（三）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计算

根据表4各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度分别为39.897%、28.084%、22.011%，确定各个主成

分在计算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中的权重系数，可得F1、F2、F3对应的权重系数分别为0.3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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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084、0.22011。然后，根据权重系数计算综合因子，计算出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在2008年5

月4日—2017年12月31日区间的运行状态（为了理解方便，权重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F=0.39897/0.89992*F1+0.28084/0.89992*F2+0.22011/0.89992*F3                （1）

脆弱性指数在观测区间起点2008年5月4日为-0.29513。在2008年5月-2009年1月震荡上升，

2009年1月9日达到了区间峰值1.44678。随后回落震荡，从2011年5月开始二次上升，于2011年

10月10日达到观测区间历史峰值1.49525。随后2011年11月开始震荡回落，2016年11月11日达到

观测区间历史谷值-1.68139之后又小幅度回升，一直到最近的观察终点2017年12月31日，终点

观测值为-0.24425。

为判断我国债券市场是否处于脆弱状态，需要建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即警戒线。本文根据

蒋丽丽和伍志文（2006）的做法，并结合利差相对稳定，受外在变量冲击力时脆弱性指数才会

出现应变的特点，长周期看波动总体上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按照95%的置信区间设定上下两条

警戒值：

R1= +2δ= 1.07050                                                  （2）
R2= -2δ= -1.07050                                                  （3）
R1表示上警戒值，R2表示下警戒值，μ表示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平均值，δ表示债券市场

脆弱性指数标准差。其中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平均值为-2.60419*10^(-8)，标准差为0.53525。

经计算，脆弱性指数在2008年12月17日达到了1.10179，首次突破上警戒线，直到2009年6月4

日完全回落至上警戒线下方。经过2年半的震荡，脆弱性指数于2011年9月26日再次突破了上警

戒线，直到2012年1月10日完全回落至上警戒线下方。随后于2011年11月开始震荡回落，2016

年8月12日降到了-1.14610突破下警戒线，于2017年2月7日又回到警戒线以上（见图1、图2）。

江铜债事件引发担忧，信
用利差走阔，脆弱性指数
在此期间显著上行。

2013 年突发“620 钱荒”及“1220
钱荒”事件，叠加央行采用“强硬
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长期利率
不断上行。

2015 年末市场沉浸在货币政策
不断放松的预期中，叠加美联储
加息落地，市场情绪极度乐观。

货币宽松预期强烈，2016 年四
季度 MPA 考核扩表，强监管开
始实施。

2011 年城投债信用危机，
信用利差迅速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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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



392018 年第 6 期

2
1.5

1
0.5

0
-0.5

-1
-1.5

-2

脆弱性指数 上警戒线 下警戒线
20

08
-05

-04

20
09

-05
-04

20
10

-05
-04

20
11

-05
-04

20
12

-05
-04

20
13

-05
-04

20
14

-05
-04

20
15

-05
-04

20
16

-05
-04

20
17

-05
-04

图 2：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及警戒线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脆弱性指数和债券市场主要品种的波动关系，本文将脆弱性指数分别与中

长期国债和国开债、长期国债、中期国开债和票据、中短期票据和银行理财对比（见图3至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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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脆弱性指数与中长期国债、国开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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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脆弱性指数与长期国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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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脆弱性指数与中短期国开债、票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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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脆弱性指数与短期票据、银行理财对比

图3至图6显示出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信用危机、货币紧缩等因素易导致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迅速走高，风险累积得不到

有效释放时则冲破上警戒线。例如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江铜债事

件引发担忧，信用利差走阔，脆弱性指数在此期间显著上行，于2009年1月9日达到了区间峰值

1.44678；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受2011年城投债信用危机影响，信用利差迅速走高，并在

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震荡趋势,脆弱性指数显著上行，于2011年10月10日达到观测区间历史峰

值1.49525。

二是经济数据低迷、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易导致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持续走低，风险累积

得不到有效释放时则突破下警戒线。例如2008年三季度央行宣布降准降息，连续不断的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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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放松，导致长期利率一路下行，脆弱性指数从2011年10月开始一路下行，于2016年11月11日

达到谷值-1.68139。

三是从近期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走势来看，虽然2017年11月起债券市场主要债券品种收

益率快速上升，并带动利率中枢抬升，但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显示目前债券市场仍处于安全的

运行区间。尤其是十九大前后，强监管引发的降杠杆、挤泡沫、打破刚兑使得我国债券市场向

常态化回归，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有质量增长的新时代，债券市场脆弱性风险明显下降。

四、我国债券市场脆弱性的风险预警模型

本文首先通过方差分解技术剖析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经济因素这四个维度的

基础指标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度；其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债券市场影响受到外部指标冲

击时，其脆弱性指数会受到的何种方向的变化；最后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统一研究这些基础

的冲击指标与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因果关系。

（一）实证结果

1. 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影响的力度

方差分解方法是用于研究解释变量的方差归因，分解结果具体表现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

量自身对未来解释变量方差变化的贡献程度。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货币市场、股票市场1、外汇

市场和经济因素这四个维度的基础指标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度，具体表现为相关指标出现变动

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从而进一步评价这些指标冲击对债券脆弱性指数的相对重要性。

表 5：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方差分解（月度数据）

t 1 2 3 4 5 6

Y 100 91.8946 83.72343 75.3662 68.46669 62.82028

X1 0 0.252794 0.448491 1.464838 1.931917 2.349049

X2 0 1.927587 2.664829 2.499098 2.228524 2.056099

X3 0 0.022125 0.385135 1.223472 2.133583 2.476859

X4 0 0.064289 0.051934 0.081873 0.102983 0.182647

X5 0 1.456193 1.258417 1.062305 0.985936 0.903872

X6 0 0.992703 1.121956 1.460997 1.802574 2.147729

X7 0 0.05745 0.378153 2.131143 4.062868 6.013495

1	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月度数据经由原始指标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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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 0 0.071174 0.077163 0.409397 0.639071 0.697477

X9 0 0.867455 0.938799 0.875635 1.119447 1.290982

X10 0 0.828364 2.13543 3.236511 3.830783 3.966249

X11 0 0.31993 1.541155 2.240315 2.468226 2.513781

X12 0 0.808534 0.803788 0.989909 1.652377 2.137456

X13 0 0.08395 2.384812 3.646608 3.998836 3.907654

X14 0 0.035711 0.101748 0.2375 0.585061 1.210339

X15 0 0.141341 0.46457 0.774595 1.284246 2.004635

X16 0 0.1758 1.520189 2.299601 2.706877 3.321392

以六个月的研究周期来看，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具有自我运行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

进，其自身的影响逐渐减弱。从其他影响指标来看，“外汇占款环比”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并逐

期加强，影响力从第三个月0.38％增长到第六个月的6.01%。除“外汇占款环比”（X7）外，从

第三个月起，“名义GDP同比”（X10）、“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X13）和“社会融资

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X16）三个指标在六个月内对债券市场也有一定影响，分别为

3.97%、3.91%、3.32%。其他的X1、X2、X3、X6、X11、X12、X15这六个指标对债权脆弱性的

影响均在2%至3%之间（详见表5）。

2. 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影响的方向

完成方差分解分析后，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会受到何种方向

的冲击。以六个月为周期，上述16个指标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Y）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运

算结果如下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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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个经济指标对债券市场脆弱性冲击

从图7所示响应函数第6个月数据所反映的情况看， “中证50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

（X5）、“上证5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X6）、“M2初值/M1初值”（X9）、“名义GDP同比”

（X10）、“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X13）和“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

值”（X16）等6个指标影响方向均为负向，表明这些指标出现上升，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

向下运行。其余10个指标的影响方向为正向，表明这些指标出现上升，债券市场脆弱性指

数向上运行。

3. 格兰杰因果分析

同样，我们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来判断四个维度的16个指标与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

之间的因果关系1。从表6看X7与Y的关系，可以看出 “X7不是Y的格兰杰因”所对应的P值

为0.0179，该值小于0.1，即说明我们有超过90%的把握相信“X7是Y的格兰杰因”，同理第

二行所对应的P值为0.6702，该值大于0.1，即说明我们有超过90%的把握相信“Y不是X7的

格兰杰因”，或者说“X7不是Y的格兰杰果”。

表 6：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

　因 P 值 　果 P 值

X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8608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 0.1422
X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2723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2 0.9087
X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5773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3 0.0724
X4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7757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4 0.1046
X5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3901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5 0.6428

1	其中 P 值小于 0.1，在统计学意义上因果关系成立；P 值大于 0.1，则在统计学意义上因果关系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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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5716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6 0.2843
X7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0179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7 0.6702
X8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2611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8 0.8322
X9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1324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9 0.1663

X10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0982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0 0.141
X1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8414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1 0.1979
X1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3614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2 0.8188
X1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231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3 0.0945

X14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0675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4 0.2867
X15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0283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5 0.3268
X16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0.5819 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16 0.0046

分析结果显示“外汇占款环比”（X7）、“名义GDP同比”（X10）、“CPI当月同比”（X14）

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X15）这四个指标第一行对应的P值分别为0.0179、

0.0982、0.0675和0.0283。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四个解释变量是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因，

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如“外汇占款环比”“名义GDP同比”“CPI当月同比”和“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累计同比）”表现出经济金融变化，影响债券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而“7天与隔夜

同业拆借利率利差”（X3）、“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X13）、“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

/名义GDP当月值”（X16）这三个指标第二行所对应的P值为0.0724、0.0945、0.0046，因此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三个解释变量是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果，表明“7天与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利

差”“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是债券脆弱性

的表现形式。

从债券脆弱性的因果关系分析可以看出，外汇资金的流动和经济好坏（GDP、固定资产投

资、居民消费指数水平变动等）对债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重要影响，而实体经济的杠杆水平

变化则是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表现结果，说明整个社会通过不断加杠杆来对赌系统性风险。

（二）主要结论

1. 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目前处于安全运行区间

以期限利差、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和刚兑利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拟合的我国债券

市场脆弱性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当信用危机、货币紧缩等因素出现

时市场出现过度恐慌，债券脆弱性指数会迅速走高并上冲警戒线；当经济低迷、货币持续宽松

时，过度的杠杆和泡沫推动债券脆弱性指数迅速走低，并下穿警戒线。2016年以来，中央供给

侧改革和强监管措施的不断出台，特别是十九大前后我国经济进入有质量增长的新时代，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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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指数迅速向常态化回归，目前处于安全的运行区间。

2. 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影响力度

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短期具有自我惯性运行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进其自身的影响逐渐减

弱。从方差分解的实证结果来看，“外汇占款环比”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并逐期加强，影响力从

第三个月0.38%增长到第六个月的6.01%。其次“名义GDP当季同比”、“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

利息支出”和“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三个指标在六个月内对债券市场也有

一定影响，分别为3.97%、3.91%、3.32%（详见图5）。

3. 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影响方向

“中证50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上证50与申万A股指数涨幅差”“M2初值/M1初值”“名

义GDP同比”“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和“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等

6个因素的影响均为负向，表明这些指标出现上升，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向下运行。其余10

个指标因素的影响为正向，表明这些指标出现上升，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向上运行（具体见

图7）。

4. 与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因果关系

从格兰杰因果的实证分析来看，“外汇占款环比”“名义GDP同比”“CPI当月同比”和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四个经济指标是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因，而“7天与隔夜同业拆借

利率利差”“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月值”这三个

指标是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果（详见表6）。

五、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拟合构建了我国债券脆弱性指数，并通过相应的数学工具评估相关宏

观经济金融指标的变动对其在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上的冲击。这是观察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的引爆点和脆弱点的良好视角，也是评估相关政策影响的良好手段，对于政策从力度、方向和

因果三个维度综合考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建议如下：

（一）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内在的风险累积状态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债券市场具有自我运行特征，表明债券市场受到其他外部市场波

动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其核心原因是由于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入方和流出方的结构相对固定，对

市场信号的反应具有同步性和类似性，而如果出现风险事件导致这种固定结构受到损害，则债

券市场容易出现单边的预期变化，从而导致了的流动性单向宽松或恶化。回顾2016年底的“债

市风波”，就是由于美联储加息、强监管引发金融机构去杠杆、年末资金面趋紧等多因素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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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使得债券市场这种相对固定的结构受到侵害，从而形成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这与本

文的实证结果比较相符。债券市场自我运行的特点决定了相关经济金融因素对其脆弱性的影响

相对有限，而外在的政策干预则较为显著。因此政策上需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内在的风险累积状

态，特别是要做好债券市场资金流入和流出方结构的风险动态监测，在这种相对固定的结构因

意外事件受到严重损害时，宏观政策上应该相机进行预期引导和干预，避免市场出现崩盘。

（二）从影响力度、方向和因果关系着手，综合考量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债市的系统

性风险

从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度、方向的因果关系变动来看，需重点关注代表资金流动的“外汇

占款环比”这个因素，发挥其对债券市场风险的引领作用。同时，还应关注“名义GDP同比”

等经济活跃指标而引发债券脆弱性指数变动的风险。

同时也要注意应用“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GDP当

月值”这两个经济指标对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滞后影响，特别是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应

尽量出台与“外汇占款环比”“名义GDP同比”“CPI当月同比”“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指标

相关的政策调控工具，而尽量将“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名义

GDP当月值”等相关指标作为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工具，而尽量避免出台融资规模限制等的行政

性强制干预措施。特别是在相应政策出台前，要综合评估政策措施出台半年或一年后对债券市

场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以及由于政策强度过大而引发持续的滞后效应。用稳定的、适时的、适

度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债券市场预期，效防范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脆弱性监测体系

本文选取了4组债券市场的利差指标及16个监测指标进行债券市场脆弱性的课题研究，但

在金融实践中，不仅债券市场脆弱性指数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张以更好地体现代表性，而且

债券市场脆弱性程度会受到各方事件和因素的冲击，其影响因子非常庞杂，本文限于精力不能

完全覆盖，这是有待持续完善之处。同时，债券市场的发展是互相博弈和不断演化的过程，监

管提前干预和有效预期管理可能会大幅降低脆弱性风险的发生，因此如何更加精确的、及时

的、适度的宏微观政策组合也是未来本课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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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刘少军 1

摘要：我国整个金融法体系和内容正在进行全面修订，以适应近 20 年来金融业务和机构

不断发展和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需要。目前，按照国家的立法规划和正在起

草和审议中的立法草案，其他金融法的内容框架体系已经基本确定，只有国家开发性和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有些专家学者主张单独立法，也有许多专家学者主张综

合立法；同时，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监管规定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本文

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立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综合立法，在立法中对其特殊内容进行

特别规定，并且应该采取综合监管体制，以适应我国目前国情和整体金融经营体系，以及改革

后的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和整体金融法治体系的需要。

关键词：开发银行；立法背景；立法体例；功能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D922                       文献识别码：A

一、引言

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或区域的产业投资政策，弥补纯粹商业性产业融资的

不足和缺陷，由国家出资或主要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主要以国家担保债款为主要资金来源，以

政策性产业投资贷款为主要资金运用的具有银行属性的金融机构。我国目前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主要指国家开发银行。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能还需设立其他的相关机构。国家开

发银行设立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规范其运行的规范性文件除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所规

定的政策性银行的有关内容外，3主要包括《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

《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知》（国发〔1994〕22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

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以及2017年11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	刘少军，法学博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2	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开

发性金融机构定位。这里的国家开发银行是指其本身，不包括其子公司。
3	参见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2 条与第 50 条的规定。这里所称政策性银行事实上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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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原银监会”）出台的《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 2号） 1。除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大多数制定时间较早，与目前开发性金

融的实践有诸多不适应。2018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国家金融

监管体制和相应的职责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更需要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相关问题进行

深入检视，在借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

的立法方案。

我国对开发性金融机构一直没有单独进行立法，也没有在其他法律中进行单独或综合性的

规定，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现行金融法律未及覆盖当前所有的金融机构类型。许

多新型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均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信用合作

社、贷款公司、支付公司、期货公司和财务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同开发性金融机构一样，

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都没有专门规定，只有监管机构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了

规范。第二，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前期基本上处于转型阶段，还未形成相对稳定的金融机构体

系和业务经营规范体系，进行单独或综合立法的条件都还不够成熟。第三，我国的金融监管体

制也仍在探索之中，仍有进一步发展变化的空间。第四，前一阶段立法机关的立法任务较为繁

重，对金融法律体系的全面、系统性梳理尚未到时机。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初

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对于经过20多年改革、发展基本形成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金

融体系而言，现行的金融法律体系已经明显滞后，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已势在必行。在

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也应当提上日程。

事实上，对金融法律体系的全面修订目前已经启动。归纳我国已确定的金融法律体系修

改制定规划和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具体逻辑顺序如下：第一，将现行的《证券法》修改成为一

部完整、系统的“资本市场法”，对全部可均分、转让的收益凭证和投资合同的发行与交易行

为加以全面规范2。第二，将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对所有涉及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的“货币市场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使之成为一部“货币市场法”，

只要金融机构经营其中某项业务，就必须接受该法律的调整3。第三，制定“期货法”，对全部

期货业务行为进行完整系统的规范，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系统的“期货市场法”4。第四，修改和

1	该办法对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定位、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管理、激励约束和监督管

理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2	参见我国目前正在审议的《证券法》草案和《期货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3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商业银行法》修改列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

律草案”，对于如何配套修改后的《证券法》和《期货法》，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商业银行法》

修改为“银行业法”。目前“银行业法”的专家建议稿已经在起草之中。
4	目前我国《期货法》草案已经进入二审阶段，它的基本立法目标应该是“期货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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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托法》《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些法律的许多内容

也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上述金融法规的修订，使整个金融法律体系成为

全面覆盖各种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务和机构的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而开发性金融

机构的立法作为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必须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以考虑。

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存在开发性金融机构。世界第一家带有政策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是1816年设立的法国信托储蓄银行（银监会政策性金融运行与监管研究课题组，2017）；此后，

为促进工业发展，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纷纷设立了具有开发性职能的工业银行（肖应

博，2015）。目前，随着发达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结束，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分化：“部

分机构启动私有化、商业化改革，或因亏损而重组；部分机构则配合国家战略，进行调整业务

重点，同时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业务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益言，2016）。这一分化是与

这些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并没有普遍规律。就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而言，绝

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先立法再设立的模式，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了先设立后立法的模式；在立法

体例上，基本上都是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即“一行一法”的模式，很少有制定综合的“政

策性银行法”或在“商业银行法”或“普通银行法”中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情况（赵倞，

2010）。国际上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同的立法模式，与其法治情况和金融体系状况是直接相关的，

因此，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的考量，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还应重点考虑

我国的具体情况。

二、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体例选择

依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对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立法规范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

界都是没有争议的。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最多的，是应采取什么样的立法体例。即是参

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采取“一行一法”的模式进行单独立法，还是综合制定“政策性银行法”，

亦或在“银行业法”中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银行业务进行特别规范。如上文所述，正确的选择

既不应照搬外国的立法模式，也不应简单地进行综合，而是应在认真对比分析各种模式优缺点

的基础上，按照我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规划的相应要求来确定。

（一）单独立法优缺点分析

对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单独立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日本的《开发银行法》、韩国的

《产业银行法》、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法》、俄罗斯的《开发银行法》、南非的《开发银行法》

和印度的《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法》等。鉴此，我国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也主张进行单独立法。

例如，王伟（2016）认为，在现行《商业银行法》之外，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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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条例》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在未来条件更加成熟时，则应提升立法的效力层级，由全国

人大制定《国家开发银行法》。又如，蒋振铎（2016）认为，我国应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针对

国家开发银行这一开发性金融机构单独立法，合理界定业务范围，完善开发性金融机构组织架

构，推动建立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绩效考评体系。王伟等（2017）还提出，应在前期已有相关行

政法规及多年来开发性金融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颁布《国家开发银行法》。本文认为，

单独立法既有其他立法模式难以比拟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它特有的不足。

采取单独立法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方便明确认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法律性质和地位，以区别于纯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纯粹商业性金融机构。二是便于确定其业务

经营模式与业务经营目标，明确其与国家财政、投资对象、监管机关以及立法机关的关系等。

三是便于相对灵活地调整其治理和经营管理模式，可以根据需要，具体规定其机构治理体系，

根据职能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它的经营管理目标及经营管理机制。  

这种立法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与

其他银行业类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基本相同，如果单独立法，会导致规范内容的大量重复或不

完整。二是金融监管体系具有相似性，单独立法也会导致监管内容的大量重复或不完整。三是

同一体系内的法律被割裂，建立统一完整的业务规范体系和监管体系困难，不利于对同类业务

进行统一规范和监管。

（二）综合立法优缺点分析

综合立法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单独制定综合的“政策性银行法”，二是指制定完整统

一的“银行业法”。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对所有经营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业机构进行统一立

法。例如，董伟和韩荣新（2010）认为，将这些单独的政策性银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在

一起，就形成了内在统一、协调的政策性银行法律体系；它将与商业银行法律体系、证券法律

体系等共同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又如，马立民（2006）提出，既然政策性银行已成

为一类独特的银行，而且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应该制定一部统

一的法律加以规范。如前所述，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

鉴此，应将经营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业机构、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银行业的一个组成部

分，或者将其具体分为政策性银行和投资性银行，统一纳入将要制定的“银行业法”之中。例

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商业银行法》修法研究课题组（2016）认为，可借《商业银行

法》修法以及改立“银行业法”的契机，将政策性银行立法和“银行业法”立法一并考虑。在

“银行业法”中对政策性银行的经营行为、资产要求、风险控制、资本约束和公司治理等方面

确立相关原则，并进行立法规范。

综合立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按照业务性质和法律关系进行分类规范。这不仅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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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类业务进行统一规范，避免立法内容的重复，而且也符合法学规律进行立法的一般性要

求——同一类型的法律关系必须在同类法律中进行统一规范，从而可以避免导致实践中法律关

系和各方主体权利义务或权力职责的混乱，产生执法、监管和司法的困难。同时，综合立法还

有利于不同类型的银行业机构进行混业经营，使其可以根据需要，比较灵活地调整其业务的政

策性质与商业性质。因为，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

行调整。此外，综合立法更便于对同类业务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和执法监督，便于进行司法裁

判；还可以避免出现法律规范和监管的重叠和漏洞，也可以避免因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而导致

司法的裁判困难。

综合立法方式也存在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可以充分考虑到业务规

范、业务监管和相关司法的统一性，但却难以完全顾及到机构性质的差异性，不能完全按照各

类银行业机构的性质差异，完整、系统地规范该机构的业务和监管行为。二是综合立法只能做

出原则性的规范，不可能针对特定的金融机构做出详细具体的业务规范，不便于该类机构完全

独立地依据该法律经营，通常还必须在法律的原则性规范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操

作性规范。

需要说明的是，综合立法也还可以分为政策性机构与业务的综合立法和全部银行业机构与

业务的的综合立法。由于它们的综合程度不同，也会各自有其优点和缺点，差别只是其优点和

缺点的程度问题。

（三）我国的现实选择

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体例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其还涉及现实的选择。这就需要在参

考世界各国的作法的同时，深入分析我国现实的立法条件。

虽然根据前文的分析，每一种立法体例均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但综合起来考虑，本文认

为，还是应该将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作为未来“银行业法”的组成部分，也即采用综合立法的

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我国的立法规划上来看，如果已经决定将现行的

《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属于银行业中的一种类型，则必须被包

含在“银行业法”之中；否则，会导致“银行业法”的不完整。1第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

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基本业务还是属于开发性借款业务和开发性贷款业务。而这些业

务在法律关系上同普通银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就应该在同一法律关系

中进行统一规范，如果将其进行分别立法，必然会导致同一法律关系的重复规定。这不仅不利

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引起误解。第三，制定“政策性银行法”不具有可行

性。一是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并不是纯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法律关系

1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在“中国金融业的法律框架及立法进程”中提出，利用修改《商业

银行法》的机会立一个“银行业法”，以解决信贷市场主体商业银行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法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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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不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事实上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也都经营一定数量的政策性业务，

在法律关系上难以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第四，当代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法律关系为核

心，而不以机构性质为核心。以机构为核心的立法指导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以

法律关系为核心区分不同业务关系，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适应未来“混

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的要求，同时便利金融监管体系的调整。1

在前期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体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是从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出发的，

希望对开发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法律规定，这种观点略显片面，没

有顾及整个银行业体系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并且，这种从机构出发进行金融立法的观点也已经

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实践。在混业经营与功能监管的总体金融发展目标下，立法应主要强调的

是法律关系和业务关系，而不是机构性质。此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看，开发性金融机构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仍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如果将机构性质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也不利

于这些机构根据国家发展需要灵活地调整业务经营方向，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

策服务（肖应博，2015）。从国际经验看，为保证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许多国家的这些金融机构都是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不仅

是当代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同样是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

它们的规范和监管规则也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如果分别立法，而不是将其纳入统一的“金融

控股公司法”中进行规范和监管，也同样会造成整个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混乱（刘少军，2016）。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在“银行业法”中规范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业

务。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监管实践。2

三、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特殊规定

承认开发性金融机构是银行业的组成部分，将其基本规范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进行统

一规定，并不否定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遵守和适用普通银行

业的一般性规定外，还应该在“银行业法”相应部分针对开发性金融机构做出特殊的规定。这

些规定主要应涵盖机构性质、经营目标、经营管理、危机处置、监督管理等方面，以满足其在

1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就需要必须以法律关系和业务关系

为基础设计金融法律体系，既要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又要适应“功能监管”的需要。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明确了这种指导思想，并据此做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决定。
2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

国进出口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3 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

〔2017〕4 号）都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必须纳入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范畴，由银行

业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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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的特殊需要。

（一）机构法律性质的特殊规定

本文认为，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银行业机构应包括普通商业银行、国家专业银行、

贷款金融公司、支付金融公司四种基本类型。1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国家的专业银行，

这应该是一类特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基本特征应包括资本性质、业务范围，以及同国家

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从资本性质上来讲，国家专业银行应该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这是由它的业务性质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法律不应该让非国有资本设立的金

融机构主要经营政策性业务；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原则。从业务范围上来讲，

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不需要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也不应该以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其贷款的主

要资金来源；否则，无法从资金成本上保证其业务经营的政策属性，也会与普通商业性金融机

构形成不公平的业务竞争。从贷款范围上来讲，其应选择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意投资的领域，

或者是不能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投资的领域，以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保持业务和竞争的法律界限，

实现其应有的业务功能。这样的规定，也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类似金融机构的普遍性作法，是市

场经济的普遍法治规则（王剑，2014）。

关于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的特殊规定，主要是明确其业务性质是属于商业性的还

是政策性的。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一开始都被界定为政策性银

行，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国家开发银行于2015年被正式界定为开发性金融机构。2关于“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学术界还存在争议。王伟（2016）将其概括为：“代表性的

观点有：一是‘商业银行论’，认为转型后的开发银行就是商业银行……；二是‘商业化运作

的政策性银行论’，认为开发银行尽管进行了商业化改制，但从其承担的职能看，仍然是政策

性银行……；三是‘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论’，认为开发银行应当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兼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本文认为，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本质上应该主要属于政策

性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投资政策应该是它的基本职能；与此同时，它也可以经营商业性业务，

以商业性作为其补充或项目选择的辅助性标准，或者通过其商业性子公司投资于商业性开发项

目。就此而言，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是以政策性业务为基础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这种

1	普通商业银行是指能够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和其他银行业业务的金融机构；借款金融公司是指专业

经营发放贷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金融公司是指专业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国家专业银行是指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专业经营某类银行业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开发性金融机构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详见刘少军，《商业银行法》改为“银行业法”的总体构想，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6 期，51-61。
2	参见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中对国家开发银行性

质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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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性质的确定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定位，它们大多都不是某类纯粹的

金融机构（曾啸天，2016）。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

会令〔2017〕2号）设有“市场定位”的专章，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属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但

因其立法层级所限，其只能在现有国家和政府规定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的实施细则性规定，而

不可能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在未来制定的“银行业法”中，应明确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这种特殊法律性质，以区别于纯粹商业性经营的商业银行和纯粹政策性经营

的政策性银行，以及纯粹商业性的贷款金融公司和支付金融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机构经营目标的特殊规定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它的经营目标：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以政策性业务为基

础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它的基础性经营目标就应该以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核心；既然肯

定它具有商业性质，无论其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都必须进行宏观项目评估和财务评估，

就应严格按照评估的结果确定投资项目。就政策性投资项目而言，其宏观经济评估的结果必须

为能够取得宏观净利润，其外部性收益必须大于其外部性成本；就商业性投资项目而言，它不

仅能够取得宏观净利润，还必须能够取得财务净利润，其内部性收益必须大于其内部性成本。

当然，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政策性投资项目和绝对的商业性投资项目，商业性项目也必须考

虑政策性，政策性项目也必须考虑商业性，只是项目中政策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所占的比例不

同。从最终经营结果上看，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能够做到保本经营，或者在得到国家财政补

贴后能够保本经营。这同样是由其法律性质决定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是财政机关，它必须按

照银行业的基本原则经营。1

当然，法律上规定的只应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基本经营目标，作为国家的纯粹国有开发性

金融机构，它的具体经营目标还是可以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具体调整的。2事实上，世

界各主要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目标也都是在不断调整的。从整个世界来看，各国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初的经营目标主要是支持国家经济工业化，此后转变为支持大型公共项目

建设，目前许多已经转变为支持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肖应博，2015）。以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为例，其设立初衷是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紧急重建提供融资援助；而目前，其主要是在欧洲

复兴计划和共同任务框架下开展中长期信贷业务，经营目标是为促进地区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魏维、郭红玉和梁斯，2016）。联合国的相关报告中也指出，各国的

开发性银行具有商业银行不具备的长期融资专业技术能力，能够在推动长期融资市场发展、为

1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2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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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对私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并有利于促进私

有部门的发展（肖应博，2015）。

（三）机构经营管理的特殊规定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和经营目标，决定了它经营管理的特殊性。从资金来源上来

看，一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降低资金成本，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得吸收社会公众存款，只

能通过资本金和债券等私募方式筹集资金。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普通商业银行的最大区别之

一。二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筹集政策性投资资金，政府财政部门应提供信用担保，或者以其他方

式给以信用支持，以提高其信用水平降低资金成本。这也是与普通商业银行的重要区别。三是

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直接接受政府投资项目拨款，或者政府直接对项目进行资

金补贴，以作为政策性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也是世界各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作法。如德国

政府对复兴信贷银行促进东部地区企业发展贷款，一方面是按其风险基金1%的利差拨付现金；

另一方面，还承担了其25%的第一债务人的风险（韩来，2004）。

从资金运用上看，一是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满足国家政策性投资项目的投资需要，必

须优先从国家政策性投资项目中选择贷款项目，且在此之前，不得对商业性投资项目提供贷

款。二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得与普通商业银行竞争投资项目，它的商业性项目投资也必须选择

普通商业银行拒绝投资的项目，或同普通商业银行联合进行项目投资。三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投资项目必须同普通商业银行一样进行严格的项目评估，达不到国家宏观经济评价标准，不得

进行投资。否则，相关决策人员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四是国家对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及其政

策性投资项目应给以税收优惠、利息补贴、亏损补偿等财政支持，以保证其能够正常经营。这

也是世界各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作法，如德国政府就给以复兴信贷银行以财政支持，包括

资本金补充、税收优惠和亏损弥补等（徐铮，2014）。

（四）机构破产处置的特殊规定

普通商业银行的破产处置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业务经营接管、监管主导重组、司法主

导重整和司法破产清算1。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属于普通的商事法律主体，其在财产法律方面应该

严格按照传统的财产法规则执行，不能具有任何财产法方面的特殊权利义务。在其不能支付到

期债务的情况下，按照《企业破产法》，债权人或债务人都有权向法院申请进入破产程序。它

可以首先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重整；如果重整不成，也可以宣告破产，进行财产清算和剩余财

产的分配。不同的是，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通常是国家的唯一同类机构，难以像普通商业银行

一样进行业务经营的接管，也难以像普通商业银行一样由监管机关主导其重组；同时，由于开

1	 参见《商业银行法》第 64—72 条，《企业破产法》第 70—12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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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金融机构不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应该获得中央银行的直接贷款救助，这同其

机构的法律和业务性质不具有对应性；此外，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吸收社会公众存款，也不

存在存款保险的问题。 

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国家金融机构，它发生信用危机也通常是由于执行国家经济政策

引起的，因而从法理上讲，应由国家财政对其经营危机进行直接的救助。救助的方式既可以是

直接向其拨付救助资金，也可以是再为其担保而筹集流动资金；救助的时点既可以是在没有进

入破产程序之前，也可以是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的重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既可以

采取债务担保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普通形式的债务人债务减免方式；既可以采取资产出售的方

式，还可以采取机构重组的方式。具体采取哪一种方式，应根据国家对该机构的需要来具体确

定。在国家准备取消该金融机构的条件下，也可以允许其按照企业破产程序由法院宣告破产，

进行财产清算和剩余财产分配。

四、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与监管体制

开发性金融机构法律性质、经营目标、经营管理和危机处置上有别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

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使它在监督管理上也有别于其他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也必

须肯定，它又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必然的联系。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既具有比较

强的政策性也具有商业性，它的监管要求、监管内容、监管目的都不同于一般商业性金融机

构，在监管的责任部门上，一般商业银行大多受本国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中央银行的监管，

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多受政府部门的监管（王松军和信杰，2016）。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开

发性金融机构应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仍需从一个更宏观、系统的角度对开发性金

融机构的监管问题进行理顺。

（一）现行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需接受多个行政机关的监管：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对该机构具有监督管理权责。其中，“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

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

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金融机构，国家财产权行使部门代表国家享有出资人权利并承担出资人义

1	 参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2 条、第 50 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5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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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

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1具体来讲，我国是由中央财政机关（即财政部）具体行使对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职责和权益，它必须依法从出资人的角度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区分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事实上，这些机

构都是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现行政策性金融监管大体还是按照分业监管和

机构监管的基本思路设计的，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监管，但并不区

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特别是对政策性业务缺乏完善的监管指标规定，商业性业务也应

按照机构监管，事实上没有完全按照普通商业银行的标准来对待。须对各项监管指标参照商业

银行相关监管指标进一步细化。我国现行法律虽然也规定，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享有监

管的权力，有关监管措施统一适用于所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但由于没有具体区分政策性金融

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且对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没有具体的监管

规定，具体的监管职责也有待进一步细化。我国对开发性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财政部从出资人的角度来实施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出资人的监管与专业上的监管是不

同的，严格来讲，其应属于内部管理而非监管。

（二）国际相关体制的比较研究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体制，主要取决于它的资本属性、政策属性和业务属性。从世界范

围来看，绝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都是由国家控股或完全国有的。世界银行对部分国家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95%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由国家绝对控股，其中完全由国家持股的占74%

（肖应博，2015）。开发性金融机构资本来源以国家投资为主，或完全由国家投资，并且在资金

筹集上由国家信用担保，这些共同决定了它的监管机关是政府财政部门。从这一角度看，通常

也都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行使监督管理权。如根据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法》的规定，财政部

对复兴信贷银行进行监管，并就监管事宜与经济和劳动部进行协商；2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

法》也规定，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由首相和大藏大臣共同监管；韩国的《产业银行法》亦规定由

财政部部长依法对其进行监管。相比之下，普通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则通常由中

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监管（王松军和信杰，2016）。

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相关业务上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类似的业务操作和法律关系，因此

也应受到普通银行业监管主体的监管。“国际上普遍认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当遵从与私人银

行一致的监管标准，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会计和透明度等。出现问题时监管部门应当比

1	 参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第 2 条、第 3 条，以及财政机关金融企业所有权管理的相关规定。
2	 根据德国最近作出的监管调整，其联邦金融监管局也有权对该行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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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调査显示，76%的机构与本国私人银行有着共同的监管者，通常是

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机构，其余机构则以提供战略指引的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肖应博，

2015）。同时，作为以政策性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它的业务行为和行为结果还必须接受社会的

监督。如德国复兴银行必须依法每年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年度的公司治理报告（王学人，2014）；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也大都建立了以严格的内部审计与监察、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部门评

估、预算审批监督以及国家审计机关不定期审计等为基础的内外部多重审计制度，对其业务工

作进行层层的内部与外部监督（贾康和孟艳，2010）。

（三）我国监管体制的现实选择

我国正在进行金融法治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全面改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已批准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无论是国家的改革决定，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

的认识，都倾向于认为，应建立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既适应混业经营又适应分业

经营的金融体系，即建立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划分为主、以机构划分为辅的法治体系；同时

认为，确定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为核心划分金融法律体系，将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修改为

“银行业法”，并在“银行业法”中对所有的银行业业务和机构进行统一规范。在此基础上，对

开发性金融机构中与普通银行业通用的法律规范，应在一般规范中规定；特殊的法律规范，则

应作为特殊规范来规定。为与这一法律体系相适应，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还应该作出相应调

整，并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从总体上讲，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应针

对其资本性质、政策性质和业务性质三个方面，它们共同决定了其监管体系：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本性质上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全部国家出资设立的。资

本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管，目前是由财政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资本性质的监管。但

是，从最终资本性质监管的角度看，应由立法机关最终监管，必须向立法机关报告其业务经营

情况，财政机关只能是受托进行日常的资本监管。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质上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既经营政策性投资也经营商

业性投资，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由立法机关决定、行政机关具体执行的。因此，政策性业务的日

常监管，应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来执行，也可以具体由财政机关来代为统一行使。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来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银行业的形式经营的，

其在具体业务的经营方式和内容上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作为银行业金

融机构，其必须接受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的业务监管。从另一个角度看，开发性金

融机构也会经营商业性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其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是基本一致的。

就此而言，其应当接受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管机关的日常业务监管。未来，必须在立法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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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哪些内容执行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体系，哪些内容对其规定特殊的指标体系，以对其实施

严格的业务监督管理。

在我国未来的法律体系中，上述三个层面的监管均应得到完善。就资本性质的监管而言，

应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修订进行完善，即将我国目前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仅规范国

有工商企业延伸至国有金融企业。同时，还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资本性质监管的具体机关及其

监管职责，明确该类监管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责划分，明确最终监管与日常监管之

间的职责关系。就政策性质的监管而言，应在修订我国相关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与《行政

许可法》时进行完善，明确国家经济政策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明确国家经济政策执行

的责任机关和具体执行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执行的范围和程度，明确经济政策执行的

具体监管机关，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具体监管机关。就业务性质的监管而言，应在修订我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时进行相关完善。在修订《中国人

民银行法》时明确中央银行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而在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

督管理法》修订成为“银行业法”时，可具体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特殊规范和监管职责。

五、结语

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不仅是这类机构自身的问题，也是国家整体性立法规划的

系统性问题。它既需要从《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也需要从《行政法》的

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更需要从整个金融法体系的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以使我国的整体法律

体系和金融法律体系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法治体系，

才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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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ire financial law system and clauses of our country is being fully revi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t present, the framework of other financial laws 

has been basically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islative plan of the state and the draft of legislation being 

drafted and deliberated. There are still great disputes over the legislative issue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advocate the single independent law and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advocate for synthesis. Meanwhile, there are intens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pecific clauses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of the legislation of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we should adopt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for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pecial clauses should be included to for their special businesses, and we should adopt 

the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 This is to sui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meet the needs for 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legislation after the 

reform.

Key Words: Development Bank; Legislative Background; Legislative Style; Function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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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及发展转型研究

李　瑾 1

摘要：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正逐步突破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

实现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转型。从新时期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新形势出发，

本文确立了以“强转型为主，智转型为辅”的基层网点发展阶段，并据此选取商业银行基层网

点竞争力评价指标，采用序关系分析法、熵权法和综合集成赋权法等测算指标权重，构建商业

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该评价体系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实证

分析，并得出相应发展建议。本文所构建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分析方法，其评价指

标、权重分析法和评价分析思路具有普适性，可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以及发展转型

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评价体系；银行发展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2.29；F832.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银行业利润空间日益收窄和渠道愈加多元，商业银行需要对现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开

展有效的评价和分析。截至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已达22.8万个，网点数量庞大但

分布不均，“过剩”与“不足”并存，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中心区网点密集，存在过度竞争；

偏远地区网点稀疏，存在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商业银行通过构建“云

上银行”突破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基层网点的发展转型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商业银

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可以为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布局、调整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

依据。

学术界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研究，

焦瑾璞（2002）最早系统地构建了我国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他将银行的竞争力分为现实竞争

1	李瑾，中级经济师，南京银行总行发展规划部，联系方式：lijin@njcb.com.cn。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

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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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潜在竞争力、竞争环境及竞争态势等，并针对各个层面设定指标；魏春旗（2005）从技

术、流程、组织、制度、人才、文化层面对银行竞争力做出系统的诠释；还有学者在研究方法

层面采用主观评价法或客观评价法对银行竞争力进行评价，近年来由于单独使用上述方法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缺陷1，许多学者采用将主客观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竞争力进行综合测评。

二是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策略提升研究，郭利群和佟立杰（2014）以“大数据”为背

景，认为基层支行兼有管理与执行的双重职能，要在大数据应用中以客户资源为核心，将数据

引入管理范畴，作为营销开展的基础。罗会蓉等（2014）认为应从加快营运转型、增强创利盈

利能力、加快培养优秀员工队伍、优化和完善绩效考核等四个方面入手，强化基层支行在商业

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现有研究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评价与发展研究还比较薄弱，

鉴此，本文在梳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面临的新形势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按照选取评价指标、

测算指标权重、建立评价模型的思路，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本文所构建的

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建立在商业银行对内、外部形势和基

层网点发展阶段的研究基础上，指标数据易采集，具备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实

例测算，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为各商业银行确定自身基层网点的指标权重提供借

鉴，从而使评价结果更有针对性。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基层网点

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新形势；第三部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第四部分实证分

析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应用情况；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总结与展望。

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与新形势

（一）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

我国商业银行网点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2：第一阶段是以区分网点功能定位、完善网

点空间布局为主要内容的“硬”转型阶段；第二阶段是以优化业务处理流程、提高网点服务效

率为主要内容的“软”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以提高网点营销力、辐射力和竞争力为主要内容

的“强”转型阶段；第四阶段属于外视型改革的“智”转型阶段，主要关注的是客户需求与客

户体验，并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综合竞争力。在实践中，网点转

1	主观评价法是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打分，但难以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主要包括

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客观评价法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但往往忽略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

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罗瑞敏，2008）。
2	资料来自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报告（杨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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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各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和独立的，而是接续交叉而不断演变的，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

的网点转型处于“强”转型向“智”转型过渡的阶段，表现为强调“强”转型的基础上逐步进

行“智”转型（见图1）。

 

 
 

 
 

 
 

 
 

 
 

 
 

 
 

 
 

图 1：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历程

（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的新形势

2017年，26家上市商业银行中的20家明确提出要对其基层网点进行优化转型，由此可知商

业银行基层网点在商业银行适应金融市场新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商业

银行基层网点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四种形势：

一是金融科技发展。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促使银行加快金融科技转型步伐。线

上渠道突破了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不断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这对基层网点的经营理念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二是普惠金融导向。2015年，普惠金融被列入国家战略，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发展方

向。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下沉物理网点，保持并提升各基层网点综合竞争力，提升对金融服务薄

弱地区的覆盖面。

三是资产质量承压。在风险频发、存量不良资产较多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基层网点仍存

在多方面的风险隐患。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基层网点的资

产质量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综合竞

争力。

四是零售战略转型。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对公业务风险，零售业务表现出良好的风

险缓释作用，基层网点作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渠道和支撑，其自身的销售与服务水平需

与零售业务转型相匹配。

在新形势下，基层网点实现由“强”到“智”的转型，是商业银行获取新发展动力的关键

环节，在实施转型前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科学评估，既符合现阶段基层网点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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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和新发展需求，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改进与提升其网点经营业绩，提升商业银行的整体竞

争力。

三、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一）总体思路

在现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要素分

解并测算评价要素对测评目标的影响程度，设立评价指标，并测算指标权重，从而建立商业银

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

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基于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本文的指标设计以“强转型为主，智转

型为辅”为主要原则，其中“强”转型侧重考察基层网点的盈利性、安全性、发展性、持续性

等主要竞争力；“智”转型侧重考察客户体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竞争力。在指标权重方面，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通过对赋权方法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优劣势的研究，本文采用将主观

“功能驱动原理”的序关系分析法(G1法)和客观“差异驱动原理”的熵权法相结合的加法集成

法。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权重的基础上，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见

图2）。

图 2：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思路

（二）评价指标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各类不同的评价指标组成在特定环境下能使其评价对象保持竞争

优势的综合评价体系。在以往的文献资料中，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设计主要表现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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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一是对基层网点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经营绩效考核、服务质量评价等单维度评价；二

是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评价主要基于“三性”原则，即从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角度，

搭配客户、产品、流程等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强”转型阶段的发展理念。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评价指标应契合基层网点发展的新特征，鉴此，本文以“强阶

段为主，智阶段为辅”的理念设计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评价的“强”指标和“智”指标。

在“强”指标部分，本文在现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评价维度的基础上，从盈利角度、风

险角度、发展角度和服务角度设计了盈利能力指标、资产质量指标、业务发展指标和服务能力

指标；在“智”指标部分，本文侧重考察客户体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竞争力，设计了零售业

务转型指标和网络渠道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总体划分为“强”指标和“智”指标两个维

度，其中，“强”指标包括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智”指标包括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

指标。整体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6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以及若

干项三级指标构成（见表1）。

表 1：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

思路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强”
指标

盈利
能力
指标

（M）

投入产出指
标（M1）

投入产出指标用利润费用比表示；
公式：投入产出指标 = 利润产出 / 费用支出
利润产出 = 净利息收入 + 中间业务净收入 + 其他营业净收入 + 营业外净收入
费用支出 = 人力费用 + 固定费用 + 变动费用

人均创利指
标（M2）

人均创利指标用人均创利额表示；
公式：人均创利指标 = 利润产出 / 员工数

业务
发展
指标
（C）

资产规模指
标（C1）

资产规模指标用信贷资产表示；
公式：资产规模指标 = 表内资产规模 + 表外敞口资产规模

负债规模指
标（C2）

负债规模指标用支行总负债表示；
公式：负债规模指标 = 活期存款规模 + 定期存款规模 + 非存款性负债规模

资产
质量
指标
（R）

不良贷款指
标（R1）

不良贷款指标用不良贷款率表示；
公式：不良贷款指标 =( 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 + 损失类贷款 )/ 贷款余额

逾期贷款指
标（R2）

逾期贷款指标用逾期贷款率表示；
公式：逾期贷款指标 = 逾期贷款余额 / 贷款余额

服务
能力
指标
（S）

临柜服务指
标（S1）

临柜服务指标主要指业务差错率、服务效能、反洗钱等柜面指标，银行在测
评时普遍采用现场检查得分与非现场检查得分相加总的方式；
公式：临柜服务指标 = 临柜服务现场检查得分 + 临柜服务非现场检查得分

厅堂服务指
标（S2）

厅堂服务指标主要指客户投诉、服务设施、网点环境等厅堂指标，与临柜服
务指标类似，银行普遍采用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得分相加总的方式；
公式：厅堂服务指标 = 厅堂服务现场检查得分 + 厅堂服务非现场检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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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指标

零售
转型
指标
（P）

零售产品指
标（P1）

零售产品指标主要指银行向个人客户销售金融产品获得的收入情况；
公式：零售产品指标 = 自营理财中收 + 代销产品中收 + 托管产品中收

零售客户指
标（P2）

零售客户指标主要指零售客户数量；
公式：零售客户指标 = 高净值客户 + 潜在价值客户 + 普通客户

网络
渠道
指标
（N）

电子银行指
标（N1）

电子银行指标用网上银行新增户数和手机银行新增户数表示；
公式：电子银行指标 = 网上银行新增动户量 + 手机银行新增动户量

创新平台指
标（N2）

创新平台指标用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移动支付、支付平台增量表示；
公式：创新平台指标 = 微信银行增量 + 直销银行增量 + 移动支付增量 + 支付
平台增量等

注：1. 现场检查主要包括行内自查、第三方测评（神秘人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非现场检查主要

包括视频检查、电话回访、客户满意度调查等方式。

2. 商业银行主要按客户在银行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进行划分，划分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在指标测评时

需按测评银行的实际划分标准进行数据统计。其中，高净值客户指在测评银行内的个人金融资产高，具备

明显现有价值的客户；潜在客户指虽然现有个人金融资产一般，但收入和潜在价值都处于上升期的客户。

（徐敏，2014）。

3. 动户代表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激活并使用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的客户数量。

4. 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网络金融产品种类和创新能力，配置相应指标。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商

业银行在网络渠道发展上将取得更多突破，所以该项指标属于动态指标。

（三）指标权重

综合集成赋权法在“功能驱动原理”和“差异驱动原理”确定的权重系数基础上，采用

“加法”或“乘法”综合集成原理，将主、客观赋权方法有机结合。其中，乘法集成法有使大

者更大，小者更小的“倍增效应”，仅适用于指标权数分配均匀的情况（于海霞，2009）。本文

采取较为平和的加法集成法，将序关系分析法(G1法)和熵权法相结合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客

观赋权，使权重的确定方案和评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1. G1法

G1法作为“功能驱动”原理赋权法下指标偏好型的一种测评方法，能更直观地表达评价

主体的主观信息。通过访谈和问卷调研，本文抽样收集了A银行具有代表性的支行负责人、支

行员工和总分行中后台岗位的15份调查问卷1，对各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比对，综合调

查问卷测评出的评价指标间的序关系，最终计算得出各不同指标对于评价目标的权重系数。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某种规定或原则确定唯一的序关系。

第二步，给出Xk-1与Xk相对重要程度的比较判断（具体赋值及其含义见表2）。假设评价专

1	本文对 A 银行部分员工调研的主要目的是来展示序关系分析法的计算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增加

问卷数量，从而提升序关系分析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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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关于评价指标Xk-1与Xk的相对重要程度之比为wk-1/wk，则重要性的定量判断可表示为：

rk=wk-1/wk，k=m，m-1，m-2,…2 （1）

第三步，计算权重系数。

1
2

(1 )m m
m i k ik

w r −
==

= + ∏∑ ，
1k k kw w r− = ，k=m，m-1，m-2，……2   （2）

表 2：rk 的赋值参考表

r k

�k−1 �k

�k−1 �k

�k−1 �k

�k−1 �k

�k−1 �k

 

本文主要比较一级指标即盈利能力指标（Y 1）、业务发展指标（Y 2）、资产质量指标

（Y3）、服务能力指标（Y4）、零售转型指标（Y5）、网络渠道指标（Y6）间的序关系。根据

调查问卷1，认定Y1、Y2、Y3、Y4、Y5、Y6重要性序关系为 * * * * * *
1 3 5 2 4 6Y Y Y Y Y Y> > > > > 。设 *

iW

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经测算，重要性判断平均结果为：

 。

进一步计算得到： =+= ∑∏
= =

−
6

2

6
1*

6 )1(
k ki

irW （1+8.27）–1×100%=10.78%， ，

。由此得到评价指标

Y1、Y2、Y3、Y4、Y5、Y6的权重系数2分别为：      

 。

本次问卷针对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也进行了调研，但参评者普遍认为

各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同，且其中零售转型、网络渠道和服务能力等指

1	调查问卷要求评价者根据 rk 赋值表对各参数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和赋值，平均各问卷结果赋值结果，得

出各参数的序关系。
2	Wi 表示一级指标权重； iµ 表示二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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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构成会随着银行发展阶段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同而动态调整，较难区分其重要程度，借鉴

夏春秋（2014）的文献研究方法，本文把二级指标权重设定为各自上一层子指标的均值，

即μ1=μ2=1/2W*1=12.73%，μ3=μ4=1/2W*2=7.81%，μ5=μ6=1/2W*3=9.61%，μ7=μ8=1/2W*4=5.54%，

μ9=μ10=1/2W*5=8.94%，μ11=μ12=1/2W*6=5.39%。

2. 熵权法

熵是不确定性的度量概念，熵权法最大的特点是直接利用决策矩阵给出的信息计算权重，

无需引入决策者的主观判断。若用Pj表示j个信息不确定度（即出现的概率），则整个信息（设

有n个）的不确定度量也可用下式表示（谢赤等，2002）：

 （3）

其中，S是熵，K是正常数。当各个信息发生的概率相等时，即Pj=1/n时，S取值最大，则

熵最大。由此，可利用熵信息的概念确定权重。首先，设立多属性决策矩阵如下：

 （4）

用 表示第j个属性下第i个方案Ai的贡献度。

Ej表示所有方案对属性Xj的贡献总量：

 （5）

其中，常数 。

如此可保证0 ，即Ej最大为1。当某个属性下各方案的贡献度趋于一致时， （若

时，可不考虑该目标的属性在决策中的作用，即该属性权重为0）。由此可证明属性值由所

有方案差异大小来决定权系数的大小。

定义dj为第j属性下各方案贡献度的一致性程度， ，则各属性权重Wj如下：

1 （6）

本文以 A 银行为例，设立 M 矩阵，并运用熵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得到结果：

W*1=22.32%，W*2=18.91%，W*3=21.80%，W*4=8.80%，W*5=18.64%，W*6=9.53%。

同理，在一级指标项下，分别通过熵权法对二级指标权重进行测算，得到结果：

μ1=10.32%，μ2=12.00%，μ3=7.52%，μ4=11.38%，μ5=12.95%，μ6=8.85%，μ7=3.69%，μ8=5.11%，

μ9=11.92%，μ10=6.72%，μ11=6.48%，μ12=3.05%。

1	当 dj=0 时，j 属性权重为 0，可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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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法集成赋权法

在上述主客观赋权法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具有综合集成特征的赋权方法——加法集成赋权

法，对权重结果进行综合集成。

设pj、qj是分别基于“功能驱动原理”和“差异驱动原理”生产的指标xj的权重系数，则称

 （7）

wj是同时体现综合集成特征的权重系数，式中j=1,2,3…m，k1、k2为待定常数（其中

），进而得出：

 （8）

其中，i=1，2，3，…n，测算k1，k2的值就是求解在满足 条件下，使式（8）

取最大值。

根据拉格朗日条件极值原理计算可得： ； ；

， ，得到综合权重系数：

 （9）

其中，i=1，2，3，…m。最终得到一、二级指标权重（见表3和表4）。

表 3：一级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强”指标 “智”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
W4

资产质量指标
W5

业务发展指标
W1

服务能力指标
W6

零售转型指标
W2

网络渠道指标
W3

权重 23.81% 20.56% 17.33% 9.88% 18.28% 10.13%

表 4：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观法 pj 客观法 qj 集成法 wj

盈利能力指标
投入产出指标 12.73% 10.32% 11.47%

人均创利指标 12.73% 12.00% 12.35%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指标 9.61% 12.95% 11.36%

逾期贷款指标 9.61% 8.85% 9.21%

业务发展指标
资产规模指标 7.81% 7.52% 7.66%

负债规模指标 7.81% 11.38% 9.68%

服务能力指标
临柜服务指标 5.54% 3.69% 4.57%

厅堂服务指标 5.54% 5.1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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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转型指标
零售产品指标 8.94% 11.92% 10.50%

零售客户指标 8.94% 6.72% 7.78%

网络渠道指标
电子银行指标 5.39% 6.48% 5.96%

创新平台指标 5.39% 3.05% 4.17%

从各指标权重看，代表基层网点“强”转型阶段的指标占比71.58%，代表基层网点“智”

转型阶段的指标占比23.42%。两类指标的权重比例约为7:3，这符合前述基层网点正处于“强”

转型阶段，并逐步向“智”转型过渡，以“强为主，智为辅”的预期评价。

基层网点的盈利水平和风控能力是新形势下基层网点保持竞争优势的主要能力，业务发

展和零售转型是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工作重心，服务能力指标和网络渠道指标是商业银行在网

点智能化转型和金融科技驱动的主要体现。鉴此，本文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

如下：

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 =23.81%M+20.56%R +18.28%P+17.33%C+ 10.13%N+9.88%S  （10）

其中，M表示盈利能力指标；C表示业务发展指标；R表示资产质量指标；P表示零售转型

指标；N表示网络渠道指标；S表示服务能力指标。

四、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应用

本文以A银行为例，将其基层网点各指标数据带入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对

其各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提供更为详尽的解析

思路。

（一）数据处理

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参评网点的经营范围、组织架构和支行属性应保持一致，从地域分

布来看，A银行辖内基层网点分为总部地区营业网点和异地营业网点，其中异地营业网点在组

织架构和人员配备上更为丰富。本文选取A银行开业满一年的异地营业网点作为评价样本。在

确定评价样本后，本文对近40项细项指标、2000余项数据进行预处理，方法如下：

1.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数据分布特征迥异且单位不同，为消除由此带来的不可公度性，本次

评价需要统一指标单位，即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min)maxmin) /(( XXXXRi i ���  （11）

2. 逆向指标的正向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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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中，资产质量指标中的不良贷款率和逾期贷款率属于逆向指标（又称望小型指

标），即指标数据越低，得分越高。正向化处理的计算公式为：

min)maxmin) /((1 XXXXRi i ����  （12）

3. 计算各方面分值及综合得分

通过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及正向化处理后，借鉴层差法、比率法，测算各项指标得

分，汇总加权得出综合得分。

（二）评价结果

为充分研究和解析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本文给出了评价结果分析的主体思路（见

图3）。

图 3：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思路

1. 各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A银行异地基层网点主要呈“两头小中间大”的钟型分布特征，这说明A银行基层网点的

竞争力总体稳定，发展较为均衡，但其中最高分为86.7分、最低分为27.2分，极值间差距较大。

表 5：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综合得分分布

区间 90~80 80~70 70~60 60~50 50~40 40~30 30~20 最高分 最低分 均值

支行数 4 13 19 19 8 2 1 86.7 27.2 60.9

2. 各地区间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从地域分布看，各地区间分值波动较为平稳。地区1、地区2在“强”指标部分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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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发展相对均衡，整体排名领先；地区3、地区4、地区5在“智”指标部分表现突出，“强”

指标部分风险管控水平较强，提升了整体排名；在测算中，地区6“强”指标中盈利能力明显

领先；地区7至地区9各项指标得分相对均衡，排名处于中部；地区10、地区11和地区12在部分

指标上存在短板，整体得分靠后（见表6）。

表 6：各地区指标得分分布

地区
“强”指标 “智”指标

地区
“强”指标 “智”指标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地区 1 59.4 1 15.4 7 地区 7 51 7 14.8 8
地区 2 57.2 2 15.8 6 地区 8 49.7 9 11.8 10
地区 3 52.9 4 17 2 地区 9 37.9 10 22.1 1
地区 4 51.7 6 16.1 5 地区 10 52.6 5 4.4 12
地区 5 50.8 8 16.8 3 地区 11 34.8 12 16.4 4
地区 6 57 3 9.8 11 地区 12 36 11 12.2 9

3. 同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通过对同一地区内基层网点各项指标的细化与比较，有利于商业银行查找各基层网点在竞

争力上的薄弱点，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表7为A银行各地

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细化分析结果。

表 7：各地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细化分析

地区 基层网点竞争力特征分析

地区 1 该地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综合得分在 70 分以上，辖内网点各项指标发展良好，较其他地区具
备一定优势地区 2

地区 3 该地区网点表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和零售拓展能力，资产质量稳定，建议进一步加强业务
营销力度

地区 4 该地区网点阶段性业务指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资产质量较稳定，辖内网点的利润产出能
力和费用管控能力有限，效益性指标相对偏弱

地区 5 该地区网点的主要优势为业务发展能力，其他指标处于中等水平：3家网点在零售业务偏弱；
1 家网点利润产出明显偏低；2 家网点资产质量承压

地区 6 该地区网点创利能力指标表现突出，但受限于地域经济发展能力，辖内 5 家网点零售转型
能力均排名靠后，拉低了整体排名

地区 7 该地区阶段性指标表现相对靠前，后续要重视发展性指标；目前 3 家支行中已有 2 家出现
不良贷款，风控能力亟待加强

地区 8 该地区网点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相对较强，但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客户积累薄弱，零售
业务和网络渠道业务总体规模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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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9
该地区各网点在零售和网络渠道业务指标上表现出明显优势；地区属超一线城市，同业竞
争激烈且经营成本高，盈利能力与省内基层网点存在一定差距；资产质量排名相对靠后，
13 家支行中已有 8 家支行出现不良

地区 10 该地区网点资产质量稳定，尚未出现不良或逾期贷款；地区居民密度相对较低提升了零售
客户营销难度，拉低了整体得分；其他指标处于中等水平

地区 11 该地区属超一线城市，经营成本高且同业竞争激烈，除零售和网络渠道指标表现相对较好，
其他指标都尚需加强，11 家网点盈利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占比 91%；2 家支行资产问题突出

地区 12 该地区各项指标均排名靠后，3 家网点在零售转型整体排名末三位，7 家网点业务发展指标
明显低于参评支行平均水平；各网点盈利能力均低于平均水平；2 家网点不良贷款率偏高

（三）发展建议

通过对A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发展建议：

对症下药，扭转落后网点经营困境。对本次评价中单项指标及综合得分靠后的网点，建议

属地分行从区位环境、人员配置、考核机制、管理模式等多方面考虑整改方案。对于长期落后

网点，建议结合经营实际，适时采取网点迁址、更换经营团队、改进营销管理机制等措施，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实力。

优化布局，合理配置新增网点。从评价结果看，省内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相对高于省外

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建议在增设或调整基层网点布局时，根据各地区综合得分结果，进一

步深耕省内地区，提升综合得分领先地区的拟设网点数，减少综合得分落后地区的拟设网点数。

找准发力点，强化业务营销力和辐射力。基层网点是商业银行业务营销的重要承载渠道，

建议基层网点紧抓业务发展主线，发挥相对优势，深入剖析并细分客户群体，提升对客户的深

入介入和一站式金融服务。在日常营销工作中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全方位服务

客户，扩大自身品牌价值和辐射力。

“强”“智”双转型，提升网点综合竞争力。目前，基层网点仍应侧重“强”转型，强化网

点在盈利能力、资产稳定、业务营销和服务上的经营能力，基于此，加强网点的智慧转型和零

售转型，加速互联网与基层网点渠道的融合，利用丰富手段提升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进一

步提升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现状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形势的分析，本文尝试填补商业银

行在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上的研究空白，进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基层网点由“强”逐步向“智”的转型阶段为依据，以“强阶段为主，智阶段为

辅”为设计理念，构建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的“强”指标（盈利能力、业务发展、

资产质量、服务能力）和“智”指标（零售转型、网络渠道），形成了由6项一级指标和12项二

级指标组成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地覆盖了现阶段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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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主要特征。同时，通过梳理和研究管理评价方法中赋权方法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优

劣势，并结合本文数据类型的问题和特点，本文采用将主观“功能驱动原理”的序关系分析法

和客观“差异驱动原理”的熵权法相结合，并通过综合集成的“加法集成”赋权法，将主、客

观方法得出的权重相融合，综合专家评价的主观色彩和客观数学理论，使权重的确定方案和评

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本文以A银行为例，实证检验了上述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有效性。本文的

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和普适性。商业银行可基于此方法，根据我国金融环

境的改变、金融科技的进步和金融产品的优化而调整搭建适用于自身基层网点竞争力的评价模

型，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优化布局和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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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have been undergo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which enables them to break the limits of physical radiation radiu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new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establishes "strong transformation the first,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as the principles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then accordingly select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constructs a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using order 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entropic method and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With this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stimates the competiveness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and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he evaluation model and method used in this model have the 
potential to apply to all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and c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for the benefit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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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科技（RegTech）发展及应用研究

——以智能投顾监管为例

张家林 1

摘要：随着金融科技（FinTech）的不断发展，诸多风险也随之产生。监管科技（RegTech）

被认为是防范和应对金融科技风险的主要手段。其本质是采用技术手段，在被监管机构与监管

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可信、可持续与可执行的“监管协议和合规性评估、评价和评审机制”，具

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智能投顾领域，应用监管科技可以根据监管要求对相关数据进行实

时监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针对数字顾问模式的特点和风险，应用监管科技手段对其模型算法

进行监测，有效避免了可能对数字顾问的客户造成的不利影响。未来的智能投顾监管框架仍应

以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并通过发展分类账户来避免量化交易和程序化交易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协同交易等风险。

关键词：监管科技；监管沙盒；数字顾问；智能投顾

中图分类号：F832 文件标识码：A

一、引言

近些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科技

（FinTech）已经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新标志。金融科技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金融创新，但也带来了

诸如滥用数据资源与侵犯个人隐私等网络安全问题。如何监管这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实现

金融科技业务和产品合规创新，已成为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科技金融公司各方关注

的焦点问题。由于金融科技的科技创新性，传统的监管措施在防范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方面显

得捉襟见肘，将高科技应用于监管领域的监管科技（RegTech）应运而生。

2014年，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曾提出通过技术来驱动监管的新型监管机

制，即利用一系列监控器实施实时监控，追踪资金的流动方向（徐琳，2017）。2015年3月，英

1	张家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北京艾真融科技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jerry.zhang.bill@
gmail.com。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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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Walport（2015）指出，金融科技有可能被用于监管与合规，使金融监管

与报告更加透明、高效。2015年11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首次提出“RegTech”这

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利用最新技术手段，以促进金融机构更有效地达到监管要求”。

相比国外监管科技的逐渐实施，国内监管科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国内学者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验借鉴与现状分析等方面。蔚赵春和徐剑刚（2017）认为，监

管科技具有数字化、敏捷性、实时性、共享性与智能化等特征。李根和王平（2017）提出，与

传统监管手段不同，监管科技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可有效控制

风险。杨宇焰（2017）认为，监管科技主要应用于数据处理、客户身份识别、金融机构压力测

试、市场行为监管、法律法规追踪等领域。赵星（2018）提出，监管科技在全面监管、实时监

测和信息共享等方面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如何协调监管三方的目标，保证监管公平透明，以

及如何实现监管数字化，是监管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具体机制方面，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推出监管沙盒机制，对于具有不确定安全性的金融

创新产品或服务进行监管（付蓉和李永红，2018）；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投资公司现

代化规则》，通过“端到端”的数据报送规则来提升监管效率（宋湘燕和谢林利，2017）；奥地

利央行搭建全新的软件平台，使监管报告向输入信息的模式转变，以利于监管机构汇总和分析

（陈明端，2017）。监管沙盒机制与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适配性，将成为未来不可或缺的

监管机制（伍旭川和刘学，2017；孟娜娜和蔺鹏，2018）。此外，张景智（2017）、边卫红和单

文（2017）、李敏（2017）、黄震和张夏明（2018）等对国外监管沙盒的发展进展、潜在问题以

及如何在我国应用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监管科技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方向，并重点研究其在智能投顾领域的应用。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RegTech的基本原理、技术发展以及应用领域；第三部分剖

析制约RegTech发展的因素与解决方案；第四部分分析智能投顾对证券投资及监管的影响；第

五部分总结梳理新加坡对于“数字咨询服务”的监管经验；第六部分构建智能投顾未来的监管

框架。

二、RegTech 的原理、技术及应用

（一） RegTech 的基本原理

RegTech本质上是采用技术手段，在被监管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可信、可持续与

可执行的“监管协议和合规性评估、评价和评审机制”。在RegTech原理中（见图1），新规定

会被转换成一个受到双方认可的“协议”。为了方便操作和实现，这个协议通常以数字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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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体现。在协议的基础上，被监管机构需要在机构、业务、产品三个层面上对战略、流程及

执行等方面进行调整。每个被监管机构会有一个金融机构操作系统（FIOS），通过内部行为监

控及适当性分析评测（IB&S）来识别客户的基本信息，进而提供相应的服务。当新规定出现

时，FIOS系统需要升级到新版本以便与新规定相匹配。除了升级机构内部自有的FIOS系统外，

与监管机构的接口协议（RegPort）和合规审核与持续合规评价系统（RegComp）也需要升级，

一般包括需要报告的规则、定性定量的数据以及附加支持文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RegPort

应对接到各层级的监管机构，以及对应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当局。

客户
金融机构

FIOS 监管机构IB&S
RegPort

RegComp

图 1：RegTech 作用原理

（二）RegTech 的技术发展

RegTech可以弥补传统技术的不足，应对越来越高的监管要求。RegTech具有敏捷、实用

性强、可扩展性和反应快速等特点，可以更高效地提取、分析和呈现数据，并可以从不同方面

对相应数据进行计算，形成多个报告，以满足金融企业对于金融合规的特定需求。其技术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数据聚合与管理技术。目前，金融行业关于交易数据定义的不一致影响着数据

分享和监管工作的效率，因此提高数据聚合与管理技术可以完善基于中央数据库的统计监测系

统。新的加密和安全技术可以更好地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时更有效地向相关用户的

进行信息披露。分析共享和计算引擎是风险和金融等关键功能集成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快

速搜索存储在企业服务器上的信息，来打破信息孤岛之间的障碍。通过简化合同、账户、风

险、财务和交易信息的收集过程，来制定企业整体的监督制度，帮助创建真正一体化和一致的

数据。

二是高级数据分析与解释技术。机器学习能够通过识别大型数据集中的非线性模型，制定

更准确的风险模型，有效地改善和测试风险模型，创建更精确和更细粒度的统计分析方法，解

释非结构化和定性数据输出，如支付系统、通信和监测的行为、可疑的交易模式，以及“理

解”新规定等。

三是数据映射和数据可视化。通过数据映射和集中管理系统的结合，有助于将不同渠道收

集的数据连接起来，以匹配存储在不同位置的等效项目。数据映射可以让数据细节相互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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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保持相对一致性，从而发现和增强数据意义。

四是智能立方体。智能立方体是多维数据矩阵，能更清楚地呈现和解读数据。智能立方

体以自动化和标准化模式来表示、验证和公布数据集，能够更加清楚地解读数据并呈现数据特

点，从而有效降低数据成本，保障数据的灵活性、一致性特点。智能立方体的概念首先由奥地

利中央银行提出，并有效地运用到业务中，帮助银行和监管机构了解“巴塞尔公约”的相关

规定。

五是实时合规和风险管理的技术。RegTech可以运用新技术、改进监管流程、优化监管工

具，更有效地助力监管；可以通过大数据的运用，及时准确地获取、分析和处理具有前瞻性的

风险相关数据，通过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来识别相关风险，提升监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

时还可以大大降低监管的调阅检查成本。

六是其他技术。这类技术包括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监管应用程序编程接口（RegAPI）、

沙盘机制、金融风洞1、人工智能监管系统。

（三） RegTech 的各类应用领域

金融行业近年来的实践表明，RegTech的基础应用是将纸质监管流程报告电子化，减少监

管的人力资源成本支出，有效降低合规成本。高层次的RegTech运用则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监管政策和指令程序化，内嵌于各个业务系统，及时核查和预

警，实现风险主动识别与控制。RegTech运用的主要领域可以分为数据处理、客户身份识别、

金融机构压力测试、市场行为监控和法律法规跟踪等。

一是在数据处理领域的应用。这方面主要涉及的工具和底层技术包括硬件提升与算法更

新、云计算和数字加密技术。主要是通过获取和处理大量结构化数据，建立标准化数据报告，

提高数据共享的便捷性，拓宽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渠道；同时，借助加密技术，提高数据共享

的安全性，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隐私性。

二是在客户身份识别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应用生物识别技术、情景行为检验和逻辑校验技

术，解决互联网所存在的身份识别难题，提高客户身份识别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快的金融服务

享受。

三是在金融机构压力测试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应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

术，快速处理大规模数据，对众多数据变量进行分析，降低情景失真度，提高情景测试的准确

度，实现压力测试的动态化，帮助金融机构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相关措施，以有效防止风险累

1	金融风洞通过模拟更加复杂的金融应用场景和宏观经济环境，提供更强大的数据处理系统和更精细的

数据粒度划分，从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及其业务进行合规评估和风险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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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同时，还可以通过云计算适当降低压力测试的成本，帮助金融机构实现“自合规”。

四是在市场行为监控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应用知识图谱、大数据处理和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从庞大的交易行为中挖掘主体关系和深层信息，通过自动捕捉分析交易主体是否存在通过

相关交易达到提升营业收入或达成其他非法目的，并自动上报相关不法行为。

五是在法律法规跟踪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快速处理和学习最新的

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案例进行案例推理，及时提醒和降低金融机构的法律合规风险。同时，分析

比较不同国家监管文件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帮助实现全局化计算，进行风险评估，为金融机构

实现合法的跨境业务提供保障。

六是在沙盒监管模式上的应用。“沙盒监管”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创造推出，

主要是通过提供一个“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将经过监管部门筛选后

的创新性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放入安全隔离环境进行测试，在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

下，鼓励其进行大胆操作，最终将经过监测评估的创新性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投入市场。

三、RegTech 发展的制约因素与解决方案

（一）RegTech 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由金融科技主导的商业模式及其衍生品进入爆发式发展的时代，由此派生的监管

科技越来越受到各个金融机构的重视。监管科技给各个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问题和合规问题时

带来两个核心优势——高效性和成本优势。一方面，通过使用监管科技，各个金融机构能在更

短的时间内察觉到新的监管要求，从而运用科技手段快速解决合规问题，既加强了解决问题的

时效性，又减少了人力支出；另一方面，监管科技的运用也具有成本优势，其使用可有效代替

一部分相关的工作人员，减少人力支出。更重要的是，通过及时发现和解决监管要求及合规问

题，可以有效避免因违反相关规定而带来的罚金，以及因为合规冲突导致的收益损失。

从监管科技发展的现状看，目前仍然存在三个需要进一步完善与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完

善IT和数据方面的相关制度以适应监管科技的发展。现行法规旨在保护数据的私隐性，如采用

数据保护规则或本地化规则。但在当前时代，共享信息才能带来多赢。因此，要想发展监管科

技，需在保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放开数据共享的限制，使信息在金融机构间变得更加高效，

从而达到多赢的局面。二是要将监管科技的重点放在数字化监管协议的发展上。这一轮金融科

技的发展是以数据为主要驱动力的，因此监管的重点应该围绕由数据衍生的技术，例如数据聚

合、处理和相关的解释，以及对模型的建立、运用和预测。这些技术的运用需要依赖海量的数

据以及高速高质量的计算能力，监管科技的发展应以此作为思路，将其运用于数字化监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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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代替相关的人员来进行工作。而实现机器监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将相应的法规、

规章、法律都转换成“机器语言”，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让机器自主学习这

些文字性的、定性的法规、规章、法律。三是要充分重视与发挥监管科技的作用。在现在的监

管工作中，需要从当下的时代特性出发，积极接受金融市场中的新主体和新变化；要充分认识

监管科技在未来监管和合规工作中具有的基础性作用，承认监管科技对于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

双方产生的积极作用。

（二）RegTech 发展的技术方案

针对监管科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六种技术设想，以帮助金融机构和监管

层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监管科技的发展。

1. 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属于分布式数据系统中的一类，通过密码验证、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大量的互联网

用户，区块链技术能够快速且安全地完成并记录交易，免去集中授信的需求。分布式账本或者

数据库通过复制任意一台电脑上的交易信息和时间戳来消除单一的故障点，而且被复制到分布

式账本的交易无法被更改，也无法被撤销。

区块链的应用致力于在金融机构内部或金融机构之间打造更高效的交易平台、支付系统以

及信息共享平台。从设计逻辑角度看，区块链可提供具有透明性的信息。根据这一特性，监管

层可以从中获得各个金融机构最直接和最具时效性的信息，而各个金融机构无法在区块链的系

统上对信息进行造假、掩盖或者篡改。由于所有交易被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上，监管机构可以从

该账本上得到全面、安全、精确、无更改的和永久性的数据作为审计工作的线索。

2. 应用程序接口（API）

应用程序接口由一整套特定的规则和规范组成，不同的软件程序可以根据这些规则和规

范实现之间的通信并实现互交，由此可解决不同软件程序间的兼容问题。应用程序接口的开放

性，即被公开发布，要求集成标准的形成和功能的创新开发。银行可以通过发展和分享应用程

序接口来与从事监管技术的公司建立合作，监管机构可以通过API来创建金融行业中常常使用

的合规意见书和服务水平协议（SLA），自动获得监管中所需要的数据。

3. 共享实用功能与云应用

共享实用功能与云应用主要是为各个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使各机构可在该平台

上分享各自开发的回归功能，并通过共享获利。当实用功能被金融行业内多个机构共享时，银

行机构可以通过共享平台优化其核心流程，并且通过规模经济获得超额收益。银行还可以通过

扩大业务规模和灵活地应对监管和合规要求来降低业务成本。金融行业中实用功能的共享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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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催生了监管合规流程的简化和数据的标准化。

4. 加密技术

加密技术的改进使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变得更安全高效，尤其是对风险数据聚合过程

的改进作用尤为明显。新的加密技术和安全技术可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统一性和隐私性，同

时能够提高向相关用户（包括各司法辖区的监管机构和用户）的信息披露的效率。

5. 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

在机器学习、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自动化分析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它们在合

规性监管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机器学习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识别和处理复杂的非结构化数

据（例如日常工作中的邮件往来、社交网络中的口头用语等），可帮助完善风险模型。

6. 可视化分析与生物识别技术

可视化分析是由互动可视化与数据分析软件结合而成的科学推理分析，它可以加深对数据

的理解。在客户适用性评估中，生物识别技术可以作为将来继续发展并广泛运用的新型技术之

一。目前的生物识别技术已经通过自动化客户识别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在未来可以与可视

化分析结合，并实现指纹和虹膜扫描、面部识别、远程护照识别及电子身份证系统等技术，将

使投资顾问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来识别客户身份并为其提供服务。

四、智能投顾对证券投资及监管的影响

（一）智能投顾业务模式

智能投顾是指利用一系列智能算法，结合投资者风险偏好、财务状况以及预期收益等信

息，为用户提供自动化资产配置建议的理财顾问。一个简单的证券投资能力增长模型可以反映

出投资公司与智能投顾的投资机理。如图2所示，图的左边代表了某一资产影响因子的认知空

间，认知空间越小，投资能力越弱（例如公司A），对应图的右边“高风险、低收益”的投资

策略A；而具有较大认知空间的公司B则能生产“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策略B。学习能力则

决定了投资者认知空间的增长，学习能力越强，其认知空间增长得越快。由于人类学习能力的

边际贡献会变得越来越小，这将使个体认知空间的增长速率越来越慢。而智能投顾凭借在机器

学习和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其学习能力的边际贡献将变得越来越大，认知空间增长速度也会

越来越快，投资管理能力将因此得到显著提高。智能投顾不仅生产的投资策略质量高，而且在

生产策略数量方面也占据绝对优势，从而可以为更多的客户进行服务。



832018 年第 6 期

投资策略 A

投资收益

市场基准收益率

风险

值域：投资收益分布

作用域：某种特定资产
因子变量空间 Z

认知域的增长
学习能力
未知因子

投资策略 B
公司 B

公司 A

资产
子集

A 公司的
认知空间

当前业界
认知空间

B 公司的
认知空间

未来业界
认知空间

图 2：证券投资能力增长模型：认知空间与学习能力

（二）智能投顾对证券投资的影响

与传统投资顾问不同，智能投顾在数据处理、资产配置、理性决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

势。一方面，智能投顾强大的机器学习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会以人工操作无法想像的速度积

极地搜索和学习，这可以使得投资策略的生产时间从以往的几天，甚至几个月缩短到以分秒进

行衡量；另一方面，智能投顾可以根据每个投资者所输入的收入水平、风险偏好、预期收益等

信息来定制个性化的投资策略。

由于智能投顾平台的模型和算法为多个投资者共同使用，因此单个投资者向智能投顾平台

支付的服务费用相对较低。传统的投资顾问服务需要缴纳1%—2%的年化基金管理费，而通过

智能投顾进行证券投资可能只需缴纳0.1%甚至更低的服务费用。此外，智能投顾还可以全天无

休息地在后台工作，十分高效。

（三）智能投顾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1.监管对象的改变

在当前的监管法律法规中，被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法人和自然人，而智能投顾的应用使得证

券投资账户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单一所有者主体的账户，监管可以采用穿

透原则，最终追溯到其单一所有者身上；但对于所有权为集合主体的账户，采用穿透原则就很

难追溯到某个主体，因为实际控制人不是某个主体，而是人工智能投顾。投资人认为账户不是

他们中任何一人操作的，实际控制人不是他们；而智能投顾服务商只提供了智能投顾“产品”，

并没有实际控制账户。此时，监管部门就不得不面对如何监管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的“智

能投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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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

智能投顾的行为完全可以自主进行，如何监管其可能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成为监管面临

的一个新挑战。一方面，若大量投资账户使用同一个智能投顾系统，很有可能会产生自组织行

为。虽然是各自独立的工作，但其结果可能趋同，那么这些账户虽然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无

关联的，但其实际操作可能表现为“一致行动人”的现象。即使监管机构的大数据分析系统识

别出，如何认定这种趋同式的行为，也是一个监管难题。另一方面，虽然智能投顾本身是由人

设计开发的，但当其被运行时，其行为与设计开发人员完全无关，而仅仅与市场和其自身内在

的学习、决策机制有关，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无法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现有监管体系对责

任主体的界定将十分困难。

五、 新加坡“数字咨询服务”案例分析

（一）“数字咨询服务”介绍

数字咨询服务是指使用自动化的、基于算法的智能工具为投资者提供关于投资产品的咨询

意见。数字咨询流程通常从客户输入投资金额，并回答一系列与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财务目标

及投资期限等相关的问题开始。在此基础，数字顾问使用算法分析客户的答案，并生成一个适

合该客户的投资建议，包含适合该客户所述需求的投资组合。如果客户接受推荐的投资组合，

数字顾问会将客户的交易订单直接传递给经纪公司执行。如果执行一段时间后，因市场变动使

该客户的投资组合偏离了其最初推荐的资产配置，则数字顾问将负责调整客户的投资，投资组

合的这种重新平衡自动进行并定期执行。

在新加坡，适用数字咨询顾问的相关管理框架取决于数字顾问的运作模式和具体经营活

动。为执行证券交易提供平台的数字顾问（包括数字顾问没有提供咨询意见的交易），应按照

《证券及期货法》（SFA）进行证券买卖。对客户的款项或资产，包括那些经营综合账户的数字

顾问，也应遵照SFA进行基金管理。除非有特殊情况并获得豁免，否则以上两类数字顾问均须

持有资本市场服务（CMS）牌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提出，如果数字顾问仅进行部分

的受SFA管制的活动（如一些在提供财务咨询服务时附带的活动，包括数字顾问在向客户提出

意见后,向经纪公司传递客户的交易订单以及调整客户的投资组合使其回到最初推荐的配置），

则允许该类数字顾问作为有执照的财务顾问，或作为《财务顾问法》（FAA）中的受豁免的财

务顾问运作，不需要在SFA下获得额外的许可，但需服从一些特定的保障措施。

一些数字顾问可能会选择将其面向客户工具的开发外包给第三方供应商。如果第三方提

供商不直接向客户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则不需要由MAS授权。然而，数字顾问应对第三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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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以评估与此外包安排相关的风险。综上所述，针对不同的投资业

务，在新加坡从事数字咨询的投资机构需要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获得的相关资格牌照（如图3

所示）。

数字顾问是否提供一个执行交易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在向
顾客提出建议后传递顾客的交易订单？

该数字顾问需要获得用于证券交易的 CMS 牌照便成为受
豁免的财务顾问

是
否

数字顾问是否持有客户的资金或负责运行客户的综合账
户？

该数字顾问需要获得用于证券交易的 CMS 牌照便成为受
豁免的财务顾问

是
否

数字顾问是否对投资组合有决定权（通过作为具有有权利
的代理人等）？

该数字顾问需获得财务顾问牌照
否

是

该决定权是否仅限于调整投资组合的配置？

该数字顾问需获得用于基金管理的 CMS 牌照并成为受豁
免的财务顾问

否
是

该重置行为是否仅限于使该投资组合回到最初推荐的配
置？

该数字顾问需获得用于基金管理的 CMS 牌照并成为受豁
免的财务顾问

否
是

该投资组合是否仅由集体投资计划（CIS）构成？

该数字顾问需获得用于基金管理的 CMS 牌照并成为受豁
免的财务顾问

否
是

该数字顾问需获得财务顾问拍照

图 3：数字顾问申请流程

（二） RegTech 在新加坡“数字咨询服务”中的运用

针对数字顾问模式的特点和风险，MAS对数字顾问模式的治理及管理监督标准在算法方

面提出了最低标准，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算法的检测及控制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由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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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户的工具主要是算法驱动的，算法中的错误或偏差，无论是疏忽导致或设计不佳导致，都

会对数字顾问的客户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与客户的最佳利益相悖。

1.开发面向客户的工具

在开发面向客户的工具时，数字顾问需要考虑一些因素。首先，数字顾问需要确保面向

客户工具使用的算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理论是正确且成熟的；其次，需要确保该工具具有收集

所有必要信息的能力；再次，该工具需要具有不同的算法，确保每一类信息都有其相应的算

法，以便所有必要信息都得到充分的分析，客户得到合适的建议。数字顾问的算法还需要具有

分辨客户的能力，即通过客户的回答判定客户是否适合所建议的投资，并可及时将不符合标准

的客户移出该投资者列表。在面向客户的工具投入使用之前，应当对数字顾问进行充分的回溯

测试，即比较模型或计量方法给出的估算结果和模拟中给出的实际结果，并修改算法来缩小两

种结果的差异，通过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来保证算法计算出的结果最终与预期中的投资建议结

果一致。此外，数字顾问应根据公司风控部门制定的“技术风险管理准则”或“技术风险管理

规章”中的要求进行差距分析，并且根据要求确定可接受的误差区间。在此工具运用或推广之

前，所有已查明的差距都必须控制在误差区间之内。

2.算法的监测和测试

管理层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用来监测和测试数字顾问的算法，以确保

它们按预期正确、准确地执行。对于数字咨询算法的监测和测试，以下流程可作为参考：

（1）控制可更改算法人员的权限，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能启动更改算法的权限，其余时间

相关人员只有观测或监控算法的权限。

（2）如果检测到算法中存在错误或偏差，立即暂停数字咨询服务，停止当时投资建议的执

行。只有当错误或偏差完全消失，数字咨询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并需要对停止执行的投资建议

进行重新评估。

（3）对面向客户的工具所提出建议的质量进行合规性检查。此类检查除了定期进行之外，

在对算法进行更改时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查。

3.提供有关算法和利益冲突的信息

数字顾问可以运用不同的金融学理论作为算法的基础。每种算法都有不同的假设、基本规

则和限制。在极端市场条件下，一些数字顾问可能会覆盖自动算法或暂时停止数字咨询服务。

数字顾问需要向客户披露关于算法的一些相关信息，如算法被覆盖或者被叫停的情况；而当算

法被调整或改进的时候，也需要将情况通知相关的投资客户。当客户对数字顾问的投资建议做

出决定时，此类信息的披露对维护客户的最佳利益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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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的责任

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主要包括建立有效的系统和程序来保障风险管理体系和环

境的健全，建立相关的规则和条例来指导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督促相关工作人员遵守规则与

条例。具体而言，MAS列出以下几条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需要履行的职责：

（1）对面向客户工具的设计和开发，制定完善的审批流程，并确保相关算法得到定期维护

和更新。

（2）为面向客户工具的使用系统和程序设置相应的政策和流程。

（3）完善对面向客户工具的监管，例如：安排合适的人手负责算法的改进；负责改进算法

的职员需要有相关的经验和理论基础；如果条件允许，负责改进算法的职员和审批算法改进的

职员，应该由不同职员担任。

（4）确保机构内所有相关的职员了解并遵守“技术风险技术管理”中设定的相关规则和

条例。

（三） RegTech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不管是数字顾问还是人，一定要明确智能顾问的受托责任。而受托责任则需要贯彻穿透原

则，即持牌金融机构通过程序、算法向客户提供一个投资策略，如果出现问题，监管部门需要

按照穿透原则来认定责任。这涉及到智能投顾的实施方案。

1. 建议的适用性

如果一个有牌照的投资顾问想要推荐任何投资产品给任何有可能相信其建议的客户，该投

资顾问须具有能令人信服的根据。此外，在对客户提出投资建议前，财务顾问还必须进行关于

该客户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任何特殊需求的尽职调查。

而实际上，数字顾问可能并不会考虑客户的财务状况，因为在数字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客

户对于他们想要投资的数额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在投

资过程中的积极引导。另外，数字顾问常常会为具有低成本及多样化特性的传统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基金（ETF）提供建议，而不是对于一整套的投资产品提出投资建议。因此，收集客户

相关信息的重要性相对于传统顾问，数字顾问要稍逊一些。基于以上分析，MAS计划对一些

完全自动化面向客户的工具给予个案豁免，具体豁免办法应能够使申请者在未获得客户完整财

务状况的情况下，保证其提供的建议适当。

当处理豁免申请时，MAS将考虑该数字顾问对于客户线上评估及算法是否会受到客户投

资金额的影响。另外，MAS还会要求数字顾问说明其使用的淘汰制度或门槛问题能够有效地

过滤不符合要求的客户，从而降低风险。为确保客户能够充分意识到使用全自动模型的数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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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提供的投资建议的局限性，该数字顾问在申请豁免时需要向客户出具一份风险披露声明，

提醒客户投资建议并未考虑客户的财政状况、现有的投资组合以及客户对于此次投资活动的支

付能力。

2. 投资组合的管理

（1）投资顾问服务中附带的资产管理服务

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拥有资格牌照的金融机构在提供不涉及非上市集体投资计划

（CIS）的投资顾问服务时，无须持有资产管理服务所需的CMS资格牌照就有权提供投顾服务

中附带的资产管理服务。如果金融机构想要使用资产管理服务的资格牌照的豁免权，在每一次

交易前，都需要取得其客户的事先批准。资产管理服务的资格牌照豁免仅仅适用于非上市的独

联体以及拥有投资顾问资格牌照的投资顾问机构。对于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豁免这一权利，

数字顾问和真人顾问皆可享有。

（2）投资组合再平衡活动

一般来说，数字顾问还会提供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服务来解决投资组合的移动，以此确保该

投资组合恢复到原先建议的投资组合状态。如果投资组合的再平衡仅仅是为了使组合符合一开

始的投资意图，而并非对组合中的投资标的进行改动，则再平衡活动被视为投资建议的附加服

务。在SFA的规定下，此类的投资组合再平衡服务被视为资产管理服务中的一部分，执行再平

衡决策的职员需要拥有资产管理服务的资格牌照。如果金融机构拥有豁免权，则职员无须资产

管理服务的资格牌照即可帮助客户对投资组合进行再平衡。MAS对于投资组合再平衡活动豁

免权的适用规则是：拥有投资顾问牌照或有资产管理服务的资格牌照豁免权的投资顾问，无须

拥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即可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活动，但该投资组合只能包括集体投资

计划。在拟议的立法修正案生效之前，MAS允许拥有投资顾问资格牌照和拥有资产管理服务

资格牌照豁免权的机构，在个案基础上申请涉及上市集体投资计划和再平衡服务的豁免许可。

（3）零售基金经理的交易纪录要求

一些数字顾问机构无法满足新加坡监管框架下保留五年交易纪录的要求，其资产管理规模

也达不到申请资格牌照10亿美金的最低要求。为了支持数字顾问服务行业的发展，在遵守财产

保障措施的前提下，MAS准备赋予这些达不到保留交易纪录要求或管理资产规模要求的数字

顾问机构享受牌照豁免的权利，但需要履行以下的职责：首先，主要的投资经理在资产管理方

面和组合投资的理论方面经验丰富，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不俗的阅历；其次，数字顾问为客

户设计的投资组合，必须以传统的ETF为主（权重至少为80%），而以对冲为目的而投资的上

市公司股票、投资级债券和外汇合同有总权重则限制为20%；最后，在第一年投资业务结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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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顾问必须聘请独立第三方，就其主要风险方面进行事后授权审计。

3. 交易的执行

数字顾问一般通过经纪公司来执行投资组合中的交易，以此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的服务。

在2015年6月，考虑到非上市集体投资计划份额和上市集体投资计划份额两个品种在投资顾问

业务上有相同的豁免权，MAS提议将上市集体投资计划份额的认购和赎回纳入资格豁免的适

用范围。此更改生效之后，拥有投资顾问牌照或享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豁免资格的投资顾

问，无须拥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就可通过经纪公司执行涉及非上市集体投资计划份额和上

市集体投资计划份额两方面的交易。为了使拥有投资顾问牌照或享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

豁免资格的投资顾问能扩展其投顾业务中的交易服务，MAS建议，将资格牌照豁免的适用范

围扩展到所有适用于SFA法规的证券，不再局限于集体投资计划。在拟议的立法修正案生效之

前，MAS允许拥有投资顾问资格牌照和拥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豁免权的机构，在个案基

础上申请交易执行的豁免许可。为了使拥有投资顾问资格牌照和拥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豁

免权的机构能够使用经纪公司执行包含非上市集体投资计划的交易，无论是上市的指定投资产

品还是非上市的指定投资产品，该机构都有义务获得的客户授权，并要求执行交易的职员拥有

足够的经验。出于这方面的考虑，MAS提议，将对拥有投资顾问资格牌照和拥有资产管理服

务资格牌照豁免权的机构的要求，扩展到上市指定投资产品的适用上，即此类机构在交易上市

指定投资产品时，需要获得客户授权并且由有经验的人员执行交易。MAS建议，拥有投资顾

问牌照或享有资产管理服务资格牌照豁免权的投资顾问，在帮助其客户进行海外上市投资产品

开户时，需向客户提出相似的风险警告声明。

六、智能投顾的未来发展与监管框架

（一）证券投资分类账户体系是智能投顾的未来

目前，交易所的交易账户体系无法区分程序化交易下单、人工下单和智能投顾下单，同时

也无法对各类账户的交易体系进行相应监管。因此，可以考虑在证券投资体系内建立分类账户

体系（类似于银行I类、II类、III类账户），如果金融机构的证券账户使用了智能投顾下单，那

么就需要该金融机构在交易所关于该机构使用机器算法服务进行备案，这样监管部门就可以根

据账户类别进行统一监管。此外，金融机构通过获悉分类账户下的使用机器算法服务的用户数

量，来更有效地避免在量化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等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协同交易风险等问题。

智能投顾也可以向监管部门提出相关需求，要求将监管合规报告嵌入到监管合规系统中。

智能投顾系统可以设置在收盘后自动向其监管部门发送合规报告，以方便监管部门更多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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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顾的行为，增加监管科技在智能投顾方面的广泛性应用潜力。

投资人丙
投资人甲

投资人乙

普通账户

普通账户

智能投顾账户

智能投顾账户

智能投顾账户

B 公司
A 公司

交易所账户
管理系统

图 4：分类账户体系

未来，分类账户体系（见图4）在智能投顾中应用广泛。监管部门需要通过分类了解市场

上普通账户和智能投顾账户的数量，来对各类账户进行数据分析，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此

外，监管部门也需要了解每家应用智能投顾公司账户的用户人数，从而更加有效地建立分析数

据和监管风险的框架，清晰、有效地了解各种系统性风险和交易型风险行为。这也是金融机构

需要进行证券分类账户管理的必要性条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投顾监管

还将迎来许多挑战，监管也将更加严格。而当智能监管与智能技术相匹配时，人工智能投顾将

迎来更大的市场。

（二）智能投顾的监管框架与监管科技

1. 智能投顾监管责任边界的确定

从业务属性上来看，智能投顾仍属于证券投资顾问业务，但又具有受托责任不清的特殊

性。随着智能投顾平台的加快发展，势必需要制定新的监管规定和准则来规范其业务的合规

性。其核心要点就是要明确受托责任、确立责任边界。第一个边界是FinTech公司与持牌金融

机构之间的责任边界，简称为FinTech责任边界。FinTech公司负责AI系统的研发与装配，然后

为若干个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最基本的责任就是不能让服务器断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作，

此外还要根据监管要求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第二个边界是提供投顾服务的金融机构与投资用

户之间的边界，简称为投顾责任边界。目前《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中已对投资顾问的

义务和责任进行了相关约定，但对于智能投顾服务的规定仍需进一步规范，如从业资格、代理

决策等问题亟待解决。第三个边界是FinTech公司与监管机构的边界，简称为RegTech边界。传

统的投资策略都采用人工方式，因而可以用沟通、谈话的方式进行现场检查；但智能投顾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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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策略是根据系统自发学习生成的，所以需要借助监管科技（RegTech）来完成。RegTech的

责任边界就是要根据监管要求明确智能投顾模型的主要参数、披露智能投顾风险限额、交易种

类、价格权限等相关数据，避免出现因算法同质化、编程设计错误而产生大规模协同交易。

2. 智能投顾监管框架的构建

廖岷（2016）认为，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可以按照现有监管框架来进行监管，而无需专设

新的机构。本文认为，构建智能投顾监管框架应包含以下三个部分（见图5）。

第一，宏观审慎指标监管。宏观审慎指标的监管主要是通过监测大规模协同交易、大规模

一致性交易和大规模系统故障等，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在采用机器

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处理金融大数据和管理风险后，监管科技的纳入会增强相应的风险识别能

力，客观上会强化顺周期行为。例如，在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时，金融机构可

以更快地对经济形势变化做出反应。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时，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及时收缩

信贷；而信贷收缩又将进一步加速经济下滑，使得坏账风险增加，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更加审慎

的贷款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微观行为指标监管，包括对趋同交易、操作市场、内幕交易、钓鱼交易等行为的监

控。微观行为监管功能主要表现为建立行之有效的金融科技行业监管准则和多层次监管机制，

实现风险监控的全面覆盖，并确定各类FinTech公司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职责权限。其次，是

要建立适应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并存的长效监管机制。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行“穿

透式”监管，将涉及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结起来，综合全链条信息判断业务

属性和法律关系。最后，要积极研究、探索分类分级监管。要针对各机构不同的资本、经营规

模，风控能力和技术水平，在业务准入、创新等方面采取分级、分类监管，以有效提高监管

效率。

第三，服务品质指标监管。主要是通过提高建议的质量、投资策略生产的数量能力以及投

资建议的适当性匹配度来提高客户的满意程度。如果有20万用户存在于系统中，那么极易出现

设计系统程序操控市场的行为。

从总体上来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相关宏观审慎指标、微观行为指标和服务品质指标

的选取和设定，对每个投资分析策略有意识地从协同交易、一致交易等角度考察，从而达到有

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和交易风险的目的；同时，投资分析策略还要包含投资组合的相似性及独立

性、投资建议的质量和匹配度等。当这些指标被细化时，智能投顾的清晰度将会提高，更有利

于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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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核心评价指标体系

3. 监管科技在智能投顾领域的应用展望

当前，投资分析策略的形成主要是以人工制造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对其监管主要表现为

现场检测，包括巡视、沟通、抽查等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投资分析策略的产生和研究都将

会主要以人工智能生产的方式进行，监管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以替代传统的监管方

式。基于监管科技（RegTech）的智能监管系统，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强大的计算能力，发

现更多人工监管发现不了的监管漏洞和不合规情况（孙国峰，2017）。

首先，逐步建立和完善数字化监管协议，适度发展“沙盘机制”，以及压力测试系统的工

具化。其次，在数字化监管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基于区块链、RegAPI、AI技术的新型监管模

式和监管服务。最后，在前两步基础上，发展高级形式的“沙盘机制”以及金融风洞技术，提

高在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下的监管效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引导和组织，建立风险数

据联盟，利用联盟内共享的、广谱的风险数据，为各种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的风险监测和合规

监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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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结构理论的快速支付体系演进及其影响研究

赵　鹞 1

摘要：本文提出了“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构想，并应用市场结构理论研究了金融科技创

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对快速支付体系未来发展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基于绝

对市场份额、相对市场份额与去中心化三个市场结构模型，具体分析了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形下，

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三种市场结构对支付体系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每一种市场结构都有优劣，都难以有效兼顾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去中心的市场结构可能

并不像直觉判断的那样有明显优势。本文为后续国家支付体系的发展演进及政策应对提供了一

个基础分析框架，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关键词：零售支付；支付体系；市场结构；去中心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推动金融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形成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金

融科技（Fintech），金融服务市场分工日益细化，竞争日益多元化。支付服务一直是金融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支付的交易、清算和结算三个环节均出现了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和多种多

样的支付创新。早前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使各种支付交易突破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了货币债权

的在途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强了金融体系资金的运用能力和流动性，发展中的金融科技

正在赋予支付新的创新动能，冲撞着既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势必再平衡支付服务市

场的竞争与监管格局。

事实上，“再平衡”是因互联网巨头与大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涌入非银行支付领域，尽管给

市场带来了创新活力，但这种创新缺乏行业内部的协作，本质上是以其系统封闭性与市场分割

为代价，进而客观上导致非银行支付对银行支付的体系分野。因此，本文认为全球面临的挑战

1	赵鹞，金融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联系方式：lonemath_001@163.com。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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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样的，目标的也一样，即中央银行要在顶层设计上，以市场与产业协作的方式实现三个

政策目标：一是提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特别是银行部门的快速支付服务；二是鼓励、引导终

端用户使用创新的支付技术与产品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三是协调银行支付与非银行支付体

系的各方利益，解决支付服务市场分割与体系分野，推动市场重回体系化与完整性，实现国家

支付清算体系跨越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构想。所谓国家快速

支付体系，是指在国家层面整合、转换与发展现存的快速支付系统以面向境内外终端用户提供

普适（ubiquity）、安全（safety）与高效（efficiency）的支付清算服务以及所涉及的法律政策、

基础设施与市场创新（赵鹞，2017）。

关于快速支付的系统论述，最早见于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发布于2016

年的报告（CPMI，2016），其后美联储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提升美国快速支付能力的战略报

告（Faster Payments Task Force，2017），国内相关文献较少。至于运用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支付

服务市场的中外文献也不多，主要是运用市场结构理论分析银行卡市场，代表性的如Guthrie

和Wright（2007）。另外，与支付有关的经济因素，比如产品差异化（含转换成本）、技术进

步、平台经济对市场结构的影响，Shaked和Sutton（1987）、Panzar等（1989）、Rochet和Tirole

（2003）分别做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最近Mills、Wang和Malon等（2016）关于分布式账簿技

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DLT）在支付清算领域的应用研究也暗含着技术进步对支

付市场结构潜在的、革命性的影响。

本文深化“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主题，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

究、分析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结构的变

化及其影响。核心问题是在构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过程中涉及的市场发展、竞争与监管。本文

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了快速支付的界定以及经济学对传统支付的理论解释；第三部分探讨

了技术进步对支付市场带来的影响及所适用的经济学理论，并依据相关理论建立了三种不同的

市场结构模型，即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相对市场份额模型与去中心模型，并探讨了市场份额与

市场势力的关系；第四部分考察了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模型如何影响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普

适、安全与高效；第五部分是评论性结论。

二、快速支付体系的基础理论及演进

支付的核心问题就是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通过支付方式实现需求匹配，收付款人（以下

统称终端用户）的支付行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资产或资产的求偿权在终端用户间的转移；二

是与此相关的流程、义务与权利。从传统意义上看，政府通过提供法定货币发行、流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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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体系以解决支付中的需求匹配问题，如现金就是具有无限法偿的支付工具，能够满足终

端用户的各种支付需求。但现金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效率与安全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从现代

意义上看，电子支付平台，如自动清算所（ACH）和支付卡克服了现金支付的弊端，并通过

多样的支付工具及对应的清结算模式与流程解决了需求匹配问题。相关制度、技术与法律安排

使得电子支付平台在支付体系中至为关键，直接影响了支付体系的安全、效率、稳定与运营成

本，作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全球主要国家致力于发展新型的、快速的支付方式，支

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更为聚焦，并且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近年来全球零

售支付市场发生的主要变化——实时支付（Real-time Payments）或近实时支付（Near-real-time 

Payments）等快速支付方式已经成为支付市场创新的主流1。

（一）快速支付的界定

“快速支付”是指在24/7运营服务基础上，从付款人的支付信息传输到收款人得到最终资

金2是实时或近实时。即收款人实时收到付款人支付的提示信息（如短信通知）但并不保证资

金已经到账的支付服务不属于快速支付。在此技术基础上，“快速支付系统”是快速支付和与

快速支付有关的清结算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相关政策讨论侧重监管政策的创新。与传统支付

系统不同的是，快速支付系统是跨账户机构3（PSP）清结算，重点是清算制度安排的创新4。快

速支付中付款人的账户机构在实时结算时要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成本，因为快速支付

不同于传统支付，完成跨账户机构结算的时点一般在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之后，而不是之前。

同时，快速支付系统的操作风险较为突出。因其快速性，任何导致快速支付延迟和中断的操作

事件可被终端用户立即感知，从而影响终端用户对快速支付的信任，甚至产生声誉风险。因其

24/7连续服务，对账户机构的系统稳健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账户机构要有更加全面与可靠

的风险管理能力，要求清算机构的风险管理安排更加周到与精巧，并且要时刻保证系统工作时

间之外的风险能得到有效管控。在法律风险方面，CPMI认为传统支付系统适用的法律框架与

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适应快速支付系统，特别是关于欺诈交易和错误交易的争端解决机制需要

重新设计。要着重考虑终端用户的信用情况，并将其与操作风险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将信用评

1	这里的实时支付是指 24/7 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final funds）不超过 1 分钟；近实

时支付是指接近于 24/7 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不超过 1 小时的支付。
2	所谓最终资金（final funds）是指收款人无条件并不可撤销的使用付款人向收款人支付的资金。
3	CPMI 在报告中认为，在支付服务市场中的账户机构包括提供银行账户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

提供支付账户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同时，支付服务提供商（PSP）也可能是账户机构，下同。
4	现在，快速支付系统的清结算原型仍是实时全额结算（RTGS）与延时轧差净额结算（DNS）并发展出

一些微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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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纳入快速支付服务流程与制度。CPMI特别指出，在一些支付清算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国家

和地区，确保支付的最终性（finality）同时保护快速支付的消费者应是政策创新的重点。

正如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所指出的，各国发展的快速支付仍旧是要解决零售支付

（平台）中的两个局限性：一是支付速度；二是支付服务的可获得性（Service Availability）1。本

文认为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微观机制是市场结构，即市场中企业的数量、类型与竞争特征以及

由此决定的定价与产量。其中，所有制结构与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密切相关。典型

的是支付卡网络（或称卡组织）和自动清算所，一般而言是单一机构或多个机构形成联合体拥

有和实施终端到终端的控制，同时支付卡网络强调建立与贯彻统一的支付卡平台的运营规则，

而自动清算所的运营规则一般由单一机构（监管部门或者自动清算所的控制人）建立与维护。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未来的快速支付产业将体现更为分散的所有制结构与更为

专业化的分工。因此，对支付产业的传统理论认识将被技术的快速进步所更新，使未来的市场

结构与制度安排不同于现有范式。

（二）传统支付的经济学解释

众所周知，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和网络效应

是传统支付服务的三个重要特征，限制市场竞争并滋生较强的市场势力，都对商业模式和市场

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发生于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随产量递减，传统的支付平台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

呈现明显的规模经济。这些固定成本体现在高昂的通信、大型主机等信息科技投入以满足支付

服务提供商对基础设施的需要。理论上，固定成本成为市场中新进入者的进入障碍（Barriers 

to Entry），享有规模经济的企业会形成自然垄断。当然，随着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

断进步，固定成本将被转换为可变成本，那么这种进入障碍可能消失，享有自然垄断地位的企

业将会丧失垄断能力。全球的支付行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使得那些大型的、重要的、居于

中心地位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日益式微，甚至消亡。

2. 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发生于企业的生产中，生产多个产品/服务时的平均成本比只生产任何一个产品/

服务的还要低。由于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与业务系统能够处理（或升级）多种支付业务（包括

清算）以及增值金融服务，因此支付服务有着范围经济。另外，支付服务提供商及支付清算平

1	CPMI 于 2016 年底发布了报告《快速支付——提升零售支付速度与可获得性》，首次对快速支付（系统）

进行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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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还可以将服务扩大到新的支付类型，支付服务提供商因此能为其终端用户提供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这也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享有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

3. 网络效应

支付服务具有网络效应，即支付服务的价值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而非线性增长（比如平方

项）。这具有两类网络效应：一类是直接网络效应（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终端用户的规

模越大，支付（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另一类是间接网络效应（In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

支付服务的可用性能够提升互补品的价值，如更好的软件服务，更多的支付功能等，同时互补

品的价值提升反过来能够促进支付（平台）价值的提升。对于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

典型的如卡组织，其价值取决于持卡人与商户，持卡人越多，受理商户就多，反之亦然，因而

其平台价值快速增长。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一样，网络效应也是市场新进入者的主要障碍。

与支付服务网络效应相关的还有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和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所谓转换成本，是指（终端）用户放弃使用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转而

使用其他类似产品/服务时产生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如解除合约、签订新

的合约产生的注册费用等）。产品差异化是指为满足终端用户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支付服务

提供商有针对性的提供细分产品/服务，特别是当终端用户对价格不敏感时。产品差异化使得

产品/服务难以被替代，减少来自市场价格的竞争压力，因此，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也会加

强支付（平台）的市场势力。

可见，以上多个经济特征使得传统的支付（平台）的数量不会太多，但单体规模都很大。

同时，以卡组织为例，不仅向账户机构和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发卡、受理服务，而且提供转接

清算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范围经济，使得以卡组织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成为最有效率的商业模式，

同时使得卡组织对产业上下游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为卡组织开展垂直整合提供了可能，增强

了卡组织在（卡）支付流程中的协调能力，解决了支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然而，这样

的市场结构使得卡组织不可避免的成为垄断者，产品/服务定价与业务/技术标准是核心利益。

三、技术进步影响支付市场结构的理论基础

（一）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可能消减上述“传统”的经济因素并带来支付市场结构的改

1	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支付服务提供商及为其提供支付网络接入、转接和（或）清算服务的支付清算平

台统称为“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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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技术创新可能削弱规模经济。例如，技术创新会降低固定成本投入，如大型机集群逐步被

X86小型机或者云计算替代，这使得分布式账簿技术将取代中心化信息处理系统，降低信息安

全成本投入，缓解单一支付（平台）清算与对账的压力。另外，实时或拟实时的快速支付则不

需要那些传统的清算功能，如批处理和多边轧差服务，这抑制了范围经济。诸如此类的技术创

新将引起快速支付服务市场的制度性改变，与前述传统支付服务市场有着日益明显的差异。一

是不再完全依赖范围经济的快速支付（平台）可以在支付行业细分与专业化分工上实现更多创

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支付业务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有专业化的企业参与，这无疑使

得支付（平台）从金融业机构向金融科技，甚至纯粹的科技服务转型，最后导致传统的大型支

付（平台）被技术创新所解构。例如，未来会有账户服务商提供结算服务，也会有清算机构提

供清算支持，还会有数据平台提供记账功能。二是规模经济对支付（平台）的重要性可能会下

降，这意味着单一主体对支付产业的控制力相应减弱，甚至消亡。又如，快速支付的账户服务

提供商共同遵守业务规则与技术标准，可以不再依赖一个中心化的处理流程就能实现清算数据

的交互与处理，继而进行跨机构的资金转移。当然，技术创新只是支付服务市场变革的主要动

力之一，还要考虑支付产业内部的协调和政府监管，即行业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同样是

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移动支付已深刻影响客户的交易

习惯，支付信息的外延不断扩大，移动支付日益成为相关行业主体和资本争夺的热点领域，推

动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跨行业渗透日益深化。在此背景下，零售支付市场出现了“聚合支

付”（Aggregate Payments）等专注于支付信息转接的新业态、新主体，支付市场的网络效应明

显。可见，在技术创新的强大驱动下，即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重要性趋弱，但支撑传统支

付（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对于快速支付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强。如传

统支付（平台）被解构后，仍然需要一个主体去协调被“拉长”的支付处理链条中的众多类型

的参与者，组织提供账户服务功能、清算功能、结算功能、记账功能及面向终端用户的服务商

的生产活动，并将每个节点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1。这种协调能力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只是不再由单一的中心化的机构垂直整合，而是由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协调

作用。另外，转换成本、产品差异化将对账户服务提供商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如何在更

加多元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支付服务市场中赢得终端用户的青睐决定着这类市场主体能否生

存和发展，市场竞争的活力因此被逐渐释放出来，但不可否认，仍旧会有部分市场主体拥有市

1	尽管我们不能照搬比特币的模式，但其综合运用数学算法与经济杠杆实现公共的算力功能（“挖矿”）、

记账功能、转账功能、账户服务功能（“钱包”）等各参与节点的激励相容的尝试有一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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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势力，但已非往日那样强大。

（二）支付市场结构分析的三种理论模型

理论上，市场结构有三种模型。一是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只有一个快速支付平

台拥有绝对的市场份额，而其他的竞争者（比如式微的传统支付平台）的市场份额可以忽略不

计。二是相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有限数量的快速支付平台，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市场份

额，但均不足以产生绝对的市场势力（小于1/3），同时，至少任何两个平台的市场份额之和占

据绝对市场份额1。三是去中心化模型（Decentralized Model），这不同于完全竞争模型，因为金

融科技等技术进步对支付（平台）的解构产生了丰富的细分行业与专业化分工，同时产品差异

化使得市场参与者是异质的（Heterogeneity）。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尽管技术创新分解了传统的大型支付平台，但市场结构仍会因众多

“小”支付平台的联合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变，因而市场结构是动态的，因此下文的讨论

都是市场的长期均衡结果。例如，在垄断者模型中，居垄断地位的支付平台出于利润最大化所

执行的定价策略，如在运营早期执行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以形成网络效应，但在后期或者说长

期定价策略仍是垄断定价，因此，为了简化，本文只讨论长期的情况。二是绝对的市场份额并

不一定产生市场势力。事实上，如果快速支付与其他的支付方式，如自动清算所和卡组织所提

供的支付方式是近似替代品，比如非银行支付与银行支付对于个人零售支付而言是替代品，但

非银行支付不能用于大额的对公支付，所以非银行支付相对于银行支付是近似替代，那么即使

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非银行支付的市场势力也是受限的。进一步，如果快速支付市场的进入障

碍不足以挡住新进入者（如传统支付升级为快速支付），那么在位者的市场势力仍旧是有限的。

相反，如果快速支付（平台）与传统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之间的替代性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就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更进一步，即使存在近似

替代性，如果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同样提供相对于快速支付的替代品，那么其也

拥有可观的市场势力。例如，反过来，传统支付（平台）用传统产品/服务的收入补贴新的产

品/服务市场，特别是在快速支付发展早期，传统支付是拥有市场势力的。另外，通过传统的

商业模式去占领新的市场（因近似替代性），传统支付（平台）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有动机去

破坏市场所欢迎的快速支付的进入，如采取歧视性定价、捆绑销售、撇脂战略或其他有损于终

端用户的策略行为。

1	当前我国的零售支付服务市场符合寡头竞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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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速支付体系发展结构的效应分析

国家快速支付体的主要特征是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普适性是指国家快速支付体系既

有面向终端用户的普惠性（inclusiveness），还包括其基础上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安

全性是指这样的支付体系可靠、稳健，同时能够有效管理支付风险，做好终端用户的权益保

护。同时，通过制定统一的支付安全技术与业务标准，共享安全服务设施，集中使用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构建安全的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不仅能提升支付清算的安全性，还有助于实现互操作

性，与普适性相辅相成。高效性是指及时的替换低效的支付清算方式、实施更快速的账户处理

流程与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使得国家快速支付体系对标社会福利最优（Pareto Efficiency）。因

此，银行与非银行的支付体系通过共享、共建、共有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快速支付系统作为公

共基础设施，不仅能双向提升其支付清算的成本效益，还有利于同步实现普适性与安全性。

正如前文的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市场结构对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决定着能否实现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三个政策目标。市场结构涵盖市场中企业数量、竞争特

征、均衡定价与产量，从而形成经济配置（Economic Allocation），进而决定了市场各参与主体

的福利水平（效用）与社会福利。进一步，经济配置部分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势力，而

市场势力又取决于替代效应（市场中是否有替代品）与进入障碍的大小。由此，本文建立了快

速支付的市场结构与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的内在联系（见表1）。

表 1：快速支付体系的市场结构及其影响

普适性 安全性 高效性

绝对市场份额
模型

市场势力过大不利于普惠；
无互操作问题

容易产生单点故障的风
险

潜在垄断产生无谓损失；缺乏创
新动力

相对市场份额
模型

市场竞争有利于普惠；存
在互操作问题

无单点故障风险；不平
衡的支付安全与便利

重复固定成本投入、产品差异化、
转换成本等降低市场效率；易于
市场创新

去中心模型
低于前两个模型的普适性；
存在突出的互操作问题

支付网络结构的潜在脆
弱性；不平衡的支付安
全与便利

一定程度的重复投入；过高的协
调成本；自由竞争带来“物美价
廉”；边际创新

（一）绝对市场份额的效应分析

假设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支付（平台）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首先分析这种市场结构对普

适性的影响（见图1）。



102 基于市场结构理论的快速支付体系演进及其影响研究 总第 78 期

PSP
2

PSP
1

PSP
N

快速支付平台

图 1：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示意

1.普适性

考虑到市场中即使存在其他众多的快速支付竞争者通过市场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

与拥有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竞争（因而难以产生互操作性），也不会对这样的领

先者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其已经服务了市场中绝对多数的（终端）用户，因此，其更容

易（相较于相对市场份额模型和去中心模型）达成“普”的目标。然而，由于占据绝对市场份

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缺乏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拥有的市场势力定价过高，这会损害（终

端）用户的福利，造成垄断的无谓损失。同时，缺乏竞争还导致产品/服务质量不高，进一步

有损（终端）用户，对“惠”产生负面影响。对于长尾客群，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

（平台）很可能因缺乏竞争压力而不愿意向客群提供广泛的产品/服务，除非其能够通过交叉补

贴（Cross Subsidize），即将其在优质客群上赚得的部分利润补贴服务长尾客群的成本后能获得

更大的利润。所以，总体看，绝对市场份额模型不利于国家快速支付体系实现普适性的公共政

策目标。

2.安全性

一般情况下，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容易快速并有效的处理与快速支付相关的风险。考虑到

快速支付的安全性需要市场各参与者的投入，不仅限于快速支付（平台），还包括产业链上的

各个节点以及终端用户，由于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的中心地位，其协调市场

各方以维护支付系统的安全性是相对容易的，成本也是较低的。例如，快速支付（平台）可要

求用户采纳统一的安全技术与协议就能很好保证市场上绝对多数的用户的支付安全。另外，占

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几乎不会面临数据孤岛的问题，这使其更容易获得全面的支付

风险与欺诈的数据信息，并做出快速和高效的反应。同时，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

台）会更重视声誉风险，因而更重视支付的安全性。当然，如果转换成本过高，或者市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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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快速支付（平台）就有足够动机不那么重视安全性。从技术角度看，该模型会形成较

大的单点故障，产生过于集中的操作风险，如果平台没有做好充分的灾备措施与应急计划，当

发生风险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3.高效性

由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无论有无市场势力，模型都避免了众多支付（平台）大量的重

复性的基础设施等固定成本投入，因而有着最低的平均成本与社会成本，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

效率。同时，如前文所述，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的协调成本也是最低的，如

没有协调各平台间的互操作性所产生的成本。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模型会产生因市场势力

所带来的无谓损失。平台有足够动机对（终端）用户进行歧视性定价，即根据每类（终端）用

户的需求弹性收取更高的费用，而不是统一定价。相较于统一定价，歧视性定价策略可能有助

于快速支付的普及，然而，很难说价格歧视能产生社会最优。从终端用户角度看，占据绝对市

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通过定价、业务规则与技术标准等策略行为直接影响接入平台的支付服

务提供商的运营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策略与结果，从而间接决定终端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产

品/服务。例如，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那些能够带来更多收入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制定优

惠的费率，或者独享的业务规则、技术标准，从而使得这些服务商具有相较于其他服务商的竞

争优势，那么这无疑会产生市场不公并由此损害终端用户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动力。模型对创新动力有着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由于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平台可能相较于竞争者或市场中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抑或是其他市场参与者有着更为高效

的、低廉的研究与发展（R&D）投入，从而易于实施创新。另外，平台本身可能也有强烈的

创新动机，因为平台的市场势力使得其更有能力得到创新所带来的好处1。相反的方向则是平台

因缺乏竞争压力而产生惰性，从而不愿意创新，不愿意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服务。综合来看，

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对创新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相对市场份额的效应分析

在该模型中，本文仍假设有限个（大于三个）快速支付（平台）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同

时，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这里还假设竞争压力、重复的固定投资（如每个平台都重复建

设基础设施）以及可观测（Observable）但不显著的转换成本、产品差异化（见图2）。

1	在一个更多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那么难以收回创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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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示意

1. 普适性

理想情形下，该模型中的竞争压力会产生有效的经济配置，从而产生有效的市场竞争结

果，如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中较低的定价水平、更高的产品/服务质量以及相对公平的市

场竞争等，都会促进快速支付的普惠发展。然而，现实中的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会成为快速

支付达成普适性的障碍——很明显，由此产生的市场分割阻碍了互操作性的发展，即终端用户

及支付服务提供商不能在不同的快速支付（平台）之间平滑转换，或者转换的成本极高，因为

每个平台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如转接清算设施、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中心

等物理设施，还包括各自的业务规范、技术标准等——过度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使得平台之间

的难以互联互通，整个快速支付体系的网络效应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进而总体上阻碍了

普适性。

2. 安全性

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该模型的稳健性与弹性更强，至少不会出现单点故障导致快速

支付网络瘫痪的灾难性后果。同时，竞争压力必定促使支付（平台）不断增加安全投入，如反

欺诈能力、信息安全保护能力等，并将这种能力与要求赋予各支付服务提供商，从而为终端用

户提供更加安全的快速支付产品/服务。尽管如此，该模型中的市场竞争容易产生支付便利性

与安全性的不平衡。事实上，如果终端用户更看重快速支付的便利性，如用户体验，那么处于

竞争压力下的快速支付（平台）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必定要迎合终端用户的这种偏好与

消费行为，因此，快速支付（平台）不会发展与营销更注重安全性的支付产品/服务，这必定

不利于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安全性。这个问题比相反的情况更难以处理，因为快速支付的安全

性可以通过行业通行的安全技术与标准自发协调、平衡，而便利性是市场竞争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难以进行行业自发的协调，从而导致“轻安全、重便利”的不平衡与循环恶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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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效性

如模型所假设的，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会降低市场效率。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竞争

压力会产生更低的市场价格、更高的产品/服务质量与更丰富的产品种类，这无疑提升了市场

效率。然而，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市场效率的最大化。产品差异化容易产生额外的市场势力。

尽管产品差异化以满足（终端）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方式提高了产品/服务质量，但这使得（终

端）用户关于价格的需求弹性降低，因此弱化了市场竞争。同时，转换成本是另一个产生市场

势力的因素，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和终端用户不能在快速支付（平台）之间做出合意的选择以

获得价格和服务的边际改善，这进一步弱化了市场竞争。另外，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可能产生

反直觉的结果。例如在快速支付市场中，消费者只喜爱很少的几种支付产品/服务，而商户能

够受理市场中几乎所有的支付产品/服务，那么快速支付（平台）的竞争将集中在消费者一侧，

一般采用交叉补贴，即从商户侧收取更高的费用补贴给消费者，以鼓励他们使用更多的快速支

付产品/服务，这很可能使得市场的总体定价水平上升，从而降低市场效率。

（三）去中心化的效应分析

相较于前两个模型，去中心模型假定金融科技创新已经彻底改变了零售支付的市场结构。

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市场壁垒的快速降低解构了处于支付网络中心地位的快速支付（平

台）的功能与市场势力（见图3）。例如，平台的结算功能被采用全天候运行的分布式账本技术

的公共设施取代；平台的清算功能，如平台内部完成的清算信息交换可以通过安全的方式在公

网上完成，进而，中心化的多边轧差清算被分布式的双边清算所取代等等。这些变化将使得现

在的或者所谓“传统”的擅长垂直整合的快速支付（平台）不复存在，然而，本文假设支付服

务提供商继续为终端用户提供支付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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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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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SP
1

分布式
记账

分布式
结算

云计算

图 3：去中心模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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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适性

一方面，竞争压力会提高去中心环境下的普适性，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因素会抑制去中心环

境下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普适性。尽管竞争压力会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降低价格水平并为终端

用户提供更多创新产品/服务，这无疑会提升快速支付的普及程度，但是产品差异化、转换成

本会赋予支付服务提供商额外的市场势力。所以，从定价角度看，去中心环境下的终端收费水

平可能不会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低1，那么普惠程度也不会比前两个模型的高。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网络效应，有着小型终端用户规模的众多小型支付服务提供商则有了

充分的互操作性的动机，以向终端用户提供更广泛的产品/服务。同时，如果支付服务提供商

充分运用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则互操作性的协调成本将比前两个模型的要低，那么，

与前两个模型不同的是，去中心环境下快速支付的普及程度不用过度依赖几个有着较多市场份

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同时增强了它们之间快速支付的互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去中心环

境下相对大型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可能不会像那些小型规模的支付服务提供商那样自发形成互操

作性。事实上，由于没有居中心地位的支付平台的存在，相关业务规则、技术标准等难以自发

协调，那么相对大型规模的支付服务提供商难以与众多已经实现互操作的小型规模支付服务提

供商进行互操作，或者这种互操作的协调成本很高。因此，去中心环境下快速支付市场也会产

生市场分割，甚至形成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更突出的结构特征明显的市场分割，从而抑制了快

速支付的网络效应。

2.安全性

去中心模型最大限度的分散了快速支付体系里的操作风险，进一步提升了支付体系的弹

性。如分布式的数据计算与信息传输设施不会遭遇单点故障的问题。然而，在去中心化的动态

过程中，风险的分散与集中也是动态变化的，如执行结算功能的公共设施有可能集中了结算

风险，从而要求快速支付体系具有更高的弹性。另外，去中心的快速支付网络结构的复杂化

（Complexity）也会引入潜在的脆弱性，特别是面对大规模网络攻击与黑客行为时会使得支付

网络不稳定，甚至趋于崩溃。

对于终端用户而言，去中心的快速支付体系的安全性更多的取决于每一个支付服务提供商

是否有充分的动机去管理好各类风险。同相对市场份额模型一样，去中心模型也会产生支付便

1	理论上，去中心模型中的市场定价比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的要低，但相较于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由于去

中心模型中快速支付平台已经被技术进步所解构，剩下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更多依赖产品差异化和转换

成本去获得市场份额。因此，对于每个细分市场领域生存及发展壮大的支付服务提供商而言，如果网

络效应趋弱，但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更高，则其定价水平不会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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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与安全性的不平衡，因为更为直接的竞争压力会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更加迎合终端用户对

支付安全/便利的偏好。可见，相较于存在中心化快速支付平台的情况，去中心的快速支付市

场会面临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威胁，特别是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风险事件后，就难以得到类似

“一键关闭”式的风险处置便利。

3.高效性

该模型中，尽管不必重复建设固定基础设施，不必重复进行固定成本投入，但是这也并不

意味着去中心的快速支付体系的建设与运营成本最低。事实上，如前文所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

之间的互操作性需要更高的协调成本（相较于存在快速支付平台的情况），这种协调包括各有

差异的技术架构、双边清算所需的技术接口开发、分布式账簿相关的协议等等。很显然，要完

全实现自发协调这些技术与制度安排的差异需要很高的协调成本，同时也会涉及一些重复性的

技术研发与投入，其总的成本投入很可能较前两个模型更高。

当然，去中心环境下的竞争会更激烈，特别是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去中心模

型的重要特征，就如现在的银行金融机构已经实现充分竞争那样。一方面，市场壁垒的极大降

低甚至不复存在将使得众多创新企业进入快速支付市场，同时支付服务提供商不再需要“非此

即彼”的加入某一快速支付平台，也不需要完全接受平台制定的商业条款、业务规则、技术标

准与定价策略，这种经营重心的转换，即支付服务提供商能自由灵活的制定面向终端用户的经

营策略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竞争，带来“物美价廉”的快速支付产品/服务。另一方面，如前述，

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会赋予支付服务提供商一定的市场势力，从而削弱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

壁垒消解的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理形态的中心消亡了，但一些特定的“中心化”

活动仍旧是需要的，包括形成共同的业务规则、技术标准等制度安排，还有共享记账（云计算

中心）、结算等功能设施的物理接入，否则无法解决支付的基本问题——需求的协调。

在市场创新方面，去中心模型可能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向作用是支付服务提供商为

了保持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会在各自的产品/服务上做出边际创新（Marginal Innovation）。反

向作用是不够充分的规模经济使得每一个创新者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与快速支付相关的创新投

入能否收回成本，因此，去中心模型对创新的作用较为模糊，市场的边际创新可能会成为主流。

五、评论性结论

在以全球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大背景下，技术进步对零售支付市场结构的影响决

定着了在没有政府政策调控情况下，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三大公共政策目标——普适性、安全

性与高效性可能的实现情况。去中心的快速支付市场结构或许并不是未来零售支付市场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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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因此自下而上（Bottom-up）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辨析与讨论未来支付产业发展、监管

政策的取向与重难点，这必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提出的“国家快速支付体系”改革

现有零售支付体系的设想尚处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同时，由于本文缺乏模型分析，文章的

定性研究存在几处模糊结论，如相对市场份额模型能否提升支付体系在整体上的安全性，以及

去中心模型定价是否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更低等，这是本文的不足，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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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faster payment system.

Key Words: Retail Payment; Payment System; Market Structure; Decentralization

（编辑：赵京；校对：关天颖）



1092018 年第 6 期

金融监管政策动态

国际监管组织

1. 国际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敦促业界采取提高批发支付安全性的战略

国际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是支付、清算、结算和相关安排的全球标准制

定者。2018年5月8日，CPMI发布最终策略战略，敦促利益相关方采取共同的战略，以提高涉

及银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批发支付的安全性，降低与终端安全相关的批发

支付欺诈风险。

2. 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聚焦证券监管机构面临的关键挑战

2018年5月10日，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成员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43届年会上讨论和

解决证券市场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面临的问题，重点讨论了四个关键问题：向散户投资者出售

不合适的产品；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的挑战；从主动到被动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的转变；中小企

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途径。

3. 金融稳定理事会公开征求关于赔偿数据报告以解决不当行为风险的建议

2018年5月7日，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关于赔偿数据报告以解决不当行为风险的建议的公

众征求意见稿，以便统一各国报告使用补偿工具解决不当行为风险的数据。定期收集和评估赔

偿数据可为机构和监管者提供关于赔偿方案有效性和潜在弱点的重要见解。目前，对赔偿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机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建议旨在帮助各国金融监管

部门提高其分析、监督补偿工具和其他机制在促进良好行为、解决不当行为风险方面的能力。

4.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发布简单、透明和可比的短期证券化

（“STC 短期证券化”）的识别标准及其资本要求

2018年5月14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了识别STC短期证券化的

标准。该标准以2015年7月发布的STC短期证券化标准为基础建立，旨在帮助金融业发展STC

短期证券化，考虑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特点，如发行商业票据的期限短、不同形式的方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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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存在多种形式的流动性和信贷支持设施。当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发布了针对STC

短期证券化的资本要求标准。该标准是上述STC短期证券化识别标准的补充。资本要求标准提

出了额外的指导和要求，旨在对作为投资者的银行或通常在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结构中作为STC

短期证券化发起人的银行，实施优惠的资本待遇。

各国（地区）监管当局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批准对其监管规定 A 的最终修正案

2018年5月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批准对其监管规定A的最终修正案，以做出某

些技术性调整，包括反映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计划到期的情况。最终修正案

修订了有关在金融紧急情况下在贴现窗口建立基准信贷利率的规定，并删除了有关在以前的

TALF计划下对办理续贷的押品使用信用评级的过时条款。

6. 美国联邦金融机构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新客户尽职调查和受益权属审查程序

2018年5月11日，美国联邦金融机构审查委员会就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2016年5

月11日公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要求（Customer Due Diligence Requirement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发布新的审查程序。这些审查程序适用于银行、储蓄贷款协会、储蓄协会、信

用社以及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代理机构和代表处。

7.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出投资者保护搜索工具

2018年5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推出一项新的在线搜索功能，可以在申请强制执

行判决的诉讼中，让投资者搜寻是否有针对试图向他们出售投资产品的人的判决或执行令。新

工具旨在帮助公众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避免金融欺诈。

8.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就修改联合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标准进行咨询

2018年5月4日，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AS）启动了两项联合磋商，以修订有关未清

算场外衍生品清算义务和风险缓解技术的监管技术标准（RTS）。这些标准将推动欧洲市场基

础设施监管部门，修改当前非通过一个中央交易对手的场外衍生品的清算义务和风险缓解技

术，对简单、透明和标准证券化进行特殊处理，并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担保债券环境。磋商将

持续到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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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议制定规则以减轻市场参与者监管负担

2018年5月17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提议的规则，通过将某些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与其他美国监管机构保持一致，以降低美国市场参与者的监管负担，促进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提议的规则修正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未清算掉期交易的交易

商（SD）和主要掉期参与者（MSP）的保证金要求。目前，正在征求公众对该提议的意见。

10. 美国众议院通过《经济增长、监管释负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2018年5月23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258对159票通过了“ 经济增长、监管释负

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除13家特大型银行外，监管层将降低对所有借贷机构的监管力度，美国

中小型银行将明显减负。这意味着通过放宽对中小型银行及借贷机构的监管力度来增强市场

资金的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该法案是1999年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

Bliley Act）以来通过的最重要的促进增长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11. 欧洲银行管理局将支持欧盟执行《巴塞尔协议 III》框架

2018年5月7日，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欢迎欧盟委员会就2017年12月通过的《巴塞尔

协议III》（Basel III）框架的实施提出建议。欧盟委员会要求欧洲银行管理局准备一份全面的分

析报告，以评估巴塞尔改革的不同内容对欧盟银行业和整体经济的潜在影响。EBA主席安德里

亚•恩瑞亚（Andrea Enria）表示：“欧盟致力于严格遵守国际银行的全球标准，这对支持全球

范围内审慎稳健的跨境银行业务至关重要。” 

国内监管机构

12.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的通知》

2018年5月9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进行规范。《通知》共五条：一是对跨省票据业

务进行界定；二是对票据业务主要风险隐患提出监管要求；三是针对跨省交易类业务提出监管

要求；四是针对跨省授信类业务提出监管要求；五是强化跨省票据业务监管。

13. 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

2018年5月4日，为推动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有效防控集中度风险，经公开征

求意见，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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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六章47条以及六个附件，明确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监管要求，规定了风险暴露计算范围

和方法，从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内部限额、信息系统等方面对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管控提

出具体要求，明确了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监管措施。《办法》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

对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具有重要作用。

14. 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2018年5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修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新引入三个量化指标。其中，净稳定资金比例衡量银行长期稳定资金支持业务发展的程

度，适用于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含）以上的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是对流动性覆

盖率的简化，衡量银行持有的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覆盖压力情况下的短期流动性缺口，适用于

资产规模小于2000亿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匹配率衡量银行主要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配置结构，

适用于全部商业银行。二是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测体系。对部分监测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

了合理优化，强调其在风险管理和监管方面的运用。三是细化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要求，如

日间流动性风险管理、融资管理等。《办法》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需要，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夯实流动性风险管理基础，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服务实体经济，维

护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

15. 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

2018年5月21日，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充分发挥数据价

值，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银保监会在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合理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包

括总则、数据治理架构、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控制、数据价值实现、监督管理和附则等七章，

共五十五条。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数据治理架构；二是提高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质

效；三是明确全面实现数据价值的主要要求；四是加强监管监督。

16. 银保监会发布《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2018年5月18日，为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税延养老保险”）试

点政策顺利落地，规范保险公司税延养老保险业务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

制定发布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保监发〔2018〕23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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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从经营要求、产品管理、销售管理、投资管理、财务管

理、信息平台管理、服务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保险公司开展税延养老保险业务提出了具体

要求，旨在引导保险机构强化产品保障功能，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加强资金运用管理，强化信

息披露，确保安全稳健、公开透明。

17. 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修订）》

为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水平，弥补监管制度短板，银保监会对《商业

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09〕106号）进行了全面修订，经公开征求意见，

发布《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修订）》（以下简称《指引》）。《指引》修订结合

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际监管标准。《指引》内容包括总则、风险治理、风险计量

和压力测试、计量系统与模型管理、计量结果应用和信息披露、监督检查、附则七个章节，以

及名词解释、利率冲击情景设计要求、客户行为性期权风险考虑因素、模型管理要求、标准化

计量框架、监管评估六个附件。《指引》在银行风险管理、风险计量、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了

细化要求。 

18. 证监会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5月4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

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21号），证监会起草了《存托凭证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共八章，

六十一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存托凭证的法律适用和基本监管原则；二是对存托凭

证的发行、上市、交易作出安排；三是明确存托凭证的信息披露要求；四是建立存托凭证的存

托和托管制度；五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六是强化监管执法，明确法律责任。

19. 证监会就《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5月4日，为依法有序推动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走出去，切实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

境外机构的管理，证监会起草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参股经

营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

法》共三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维持适当门槛，支持机构“走出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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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范业务范围，完善组织架构；三是督促母公司加强管控，完善境外机构管理；四是加强持

续监管，完善跨境监管合作。

20. 证监会就《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5月4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

有序引入优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期货公司，提升我国期货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证监会会同相关部委制定《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简称《外资办法》），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外资办法》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二是细化境外股东条

件；三是规范间接持股；四是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规定；五是对文本语言和信息系统部署提

出要求。

21. 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2018年5月，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

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第36号）。36号令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举措，对调整优化监管职能、精简监管事项具有重大意义。

36号令与2016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共同构

成了覆盖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和非上市公司国有产权，较为完整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管制度体

系，在企业国有资产规范运作、国有资源市场化配置、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36号令在具体内容上的特点是：一是统一制度、统一规则；二

是严格国有资产分级监管；三是合理设置管理权限；四是调整完善部分规则。36号令将于2018

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资料来源：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证监会组织、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货币监理署、

欧洲银行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官方网站。

起止时间：2018 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汇编）

（编辑：仇书勇；校对：关天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