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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科技( Fintech) 已成为保卫经济金融安全、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英美等国已制定国家级

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尽管 BATJ 等独角兽公司引领的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但中国金融科技产
业的顶层设计却相对滞后。 中国应尽快将建设金融科技产业区列入国家战略,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等中心
城市应当把握时机,争先组团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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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金融科技产业区应当上升为中国的

国家战略
金融科技指技术进步驱动的金融创新,它能创
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与产品,实现金融服务
和产品的发展创新和效率提升,从而对金融市场服
务的提供方式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形成重大的影响。
在人 工 智 能 ( AI ) 、 区 块 链 ( Blockchain ) 、 云 计 算
( Cloud computing) 、大数据( Data) 等 ABCD 技术的

会 2017 年发布了《 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 ,指出金
融科技拥有极大的创新潜力,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金
融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并针对金融科技创新提出相
应政策框架。
1. 2

金融科技有望为中国发展提供新动能
当前,中国的金融科技市场与投资规模均居全

球首位。 2017 年,在金融科技产业全球排名前十的
公司中,中国占据 5 席,金融科技因此被誉为中国最
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领域,已对金融行业产

推动下,金融科技正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

生全局性、颠覆性影响,是一个包罗万象且快速变化

资、风险防范、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征信、资产

的系统工程,唯有将金融科技上升至国家战略,才能

管理和交易结算等领域,不仅引领了商业模式创新

推动金融信息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建设数字金

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且对经济增长、创新、制度

融,实现中国金融领域与科技领域的交互跨越式发

演进产生了全方位的正向溢出效应,成为经济持续
发展的新动能。
1. 1

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均已规划国家级金融科

技战略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式增长。
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全球城市的金融科技居于世界
领先地位,其所在国家均将着力发展金融科技列入
国家战略。 2015 年,英国政府提出将英国建设为金
融科技企业与投资首选地、全球金融创新中心的战
略目标。 新加坡同年提出,金融科技带动的金融产
业转型是新加坡金融业的未来,是“ 智慧国家” 战略
的组成部分,并承诺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推动金融科
技企业、行业和生态圈的发展。美国国家经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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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金融
数据的使用效率,为防控地区性结构性的金融风险
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为检测和预判金融风险提供有
效的手段。
1. 3

构建金融科技产业区战略也是保护本国乃至

全球金融系统安全与稳定的最佳路径
金融科技的发展有赖于多元高端人才的集聚、
旺盛的金融服务创新需求、完善的资本支持体系、公
平友善的营商及监管环境、软硬兼具的基础设施体
系,形成五位一体的生态系统。 由于技术和网络的
属性,金融科技使得风险的波及面更广、速度更快、
溢出效应更长,会产生业务风险、技术风险和网络风
险的“ 三重风险叠加” ,建设金融科技产业区,能够
促成多方参与者的全面联营合作,将金融科技生态
引入良性轨道,且能催生优化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便
于构建完整的风险预警指标集,实时监测金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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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状况,完善金融安全基础设施,加强金融监管统
筹协调,确保金融科技更好地应用整合于金融系统

3. 1

构建金融风险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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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建设国家金融科技产业区发展战略及专

项法律政策
尽快开展中国金融科技立法工作,确立金融科

之中,是保护本国乃至全球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的最优路径。

技产业区的顶科技创新机构及载体,将科技创新与

2

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组建金融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完

把握机遇,鼓励北上杭深广等中心城市率

先建设国家金融科技产业区

2. 1

北上杭深广具备建设国家金融科技产业区的

善金融科技生态圈。
3. 2

结合自由贸易区建设,争取金融监管体制的改

革试点
建议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成立金融

坚实基础
世界领先的金融科技产业区往往具备金融中心

科技信息中心,重点完善金融科技的创新与监管,协

的综合优势,能够汇集金融与科技人才,且贴近市场

调“ 一行二会” 等相关部委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探索

与客户。 京津冀( 含雄安新区) 、长三角、珠三角区

构建金融科技监管新范式,夯实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卓越的全球城市群愿景,因此在金融科技所需的人

科技 ①( RegTech) ,实施监管沙盒 ② ,提升金融科技的

域具有国际金融与科技创新中心地位以及面向未来
才、需求、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存在资源优势。
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北部城市群、以上海杭州为
中心的东部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
南部城市群的加速推进也有利于整合市场资源,发

基础,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着力发展监管
安全性与效率。
3. 3

加快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推进金融科技

与传统金融机构结合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激发金融与科技的正向循环互动,金融资本支

挥区域协同效应。

持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如芯片、电子系统、通信装

2. 2

的安全稳健协同发展。

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金融科技产业区建设
根据全 球 金 融 科 技 中 心 联 盟 ( GFHF) 最 新 报

告,伦敦、新加坡、纽约、硅谷与芝加哥已成为全球最
佳的金融科技中心。 上海 2017 年在 44 个金融科技
中心排名第 25,深圳第 27。 尽管上海、深圳、杭州等
城市都已提出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战略,但如
果大陆城市继续单打独斗,不能协同抓住金融科技
的发展先机,制定更为有效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极
有可能会滞后于其他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中国的国
际金融科技中心可以不是某个单一城市,可以是有

备内存设备等瓶颈领域,技术进步又促进科技金融
3. 4

构建全过程、多角度、分阶段的资金支持体系
发挥好政府在科技金融风险分担中的引导、协

调和支持作用,建立多层次资金支持、风险分担和信
用担保体系。 例如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可以依
托金融科技制定不同的规范和清理方案,运用数字
信息手段监控还款来源、资本金状况、抵押担保规范
程度、资金流向、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等,化解应对潜
在系统性风险。

金融科技基础的城市聚集区。

3. 5

3

人工智能, 卫 星 技 术 等 高 科 技, 追 求 “ 第 一 领 先 优

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产业区的基本思路
建设国家金融科技产业区,应与现有的“ 三个

城市群” 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并结合科创中心、自由
贸易区( 港) 和“ 一带一路” 建设寻求突破,形成六方
面基本思路。

加强金融科技产品研究,应对金融风险
金融科技产品诸如金融衍生工具采用大数据、

势” ,利用其投资灵活性和市场灵敏度可以比实体

经济中的企业更快、更准的抢占先机,还有可能引爆
金融危机和造成国家动荡。 建议通过建立类似于索
罗斯对冲基金的金融操作后台,利用互联网和大数
据优势,掌握经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全

①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FCA) 将监管科技描述为“ 运用新技术,促进达成监管要求” ,而国际金融协会则将监管科技定义为有助于高效

②

监管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的概念由英国政府于 2015 年 3 月率先提出。 按照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定义,“ 监管沙盒” 是一个“ 安全空

达成监管、合规要求的一类技术应用。

间” ,在这个安全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
规则的约束。 其本质上是一种金融产品创新的测试机制、消费者保护机制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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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布,更好地预测、分
析、评估、化解潜在的风险点。
3. 6

[ 2]

以金融科技及其衍生的监管科技为基础,进一

应的监管科技:1. 逐步完善和细化金融市场监管的
法律,使之形成连贯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威慑性的
法律体系,特别是应尽快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使广大
金融消费者者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诉讼的方式保护自
己的利益,并参与对市场的监管;2. 用科技手段公开
监管层的执法过程,保证程序和内容的公平公正,不
发生厚此薄彼的不公现象;3. 值得注意的是,历年的
金融罚没收入去向似乎都含糊不清,建议运用区块
链技术适时公开罚款开支范围比例去向,比如明确
绝大部分罚款进入投资者保护基金,从而树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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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nte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tec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enhance na-

tional competitiveness.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formulated national Fin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s Fintech market, led by unicorns such as BATJ, is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How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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