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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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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革命

Much of the materials on Technology in this presentation owes itself to Andrew Cainey’s  "Working Paper: 
Technology: The Impact on Asian Finance" for the Fung Global Institute, 17th Feb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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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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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客户有一半在网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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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手机互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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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上购物平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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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Big Data  大数据的力量

• “金融是同样适合于大数据技术。有空间既能提高产品

市场营销和风险管理，并获得更好的理解系统性风险。
银行开始应用这些技术来实现更加个性化的营销和更多
有效的风险管理 ‘’ (Andrew Cainey, Senior Fellow, Fung 
Global Institute, HK, 12 Feb, 2014) 

• 银行如能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可以在市场细分、客户服务
、客户研究、产品研发、产品测试等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并
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银行服务客户、销售产品的方式和渠道

• 民生银行开启金融业大数据分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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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and other software interfaces  应用程序和其他软件介面

• 现在有超过一百万的应用程序在苹果App 
Store和近90万的谷歌Android平台上。苹果
总共超过60百亿的应用程序下载量 (2013年
10月报告)

• M-PESA (M =Money, Pesa= Mobile), 是在肯尼
亚和坦桑尼亚最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 允许
用户通过移动设备用国家的身份证或护照方
便地来存.取,和转账. 通过短信, 确认一个简
单的手机菜单作出付款. 目前是国际上最发
达的世界移动支付系统, 

• 在线支付系统，如支付宝和 PayPal, 利用一
个按钮的点击, 提供简单, 安全的支付.

• WeChat 和 Skype公司, 用各种更便宜便捷的
沟通,  绕过传统的电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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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与银行分行的新界面

• 2012年中国的在线零售销售额达 一千九百至两
千一百亿美元,占零售额5〜 6％.到2020年可能达
到四千两百亿美元到六千五百亿美元或总消费量
的10％至16％.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年3月
)

• 在一个全球性的在线调查显示，美国15％ 受访
者表示，他们将“分享一切或大部分网上的东西
.”在中国这个数字是36％，在印度52％，韩国
40％，印尼 50％. 这个数字对于日本是3％。

• 客户寻找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入，快速反应和
苹果般的易用性。 安全和隐私也仍然是主要的
关注.

• 法规和银行的政策规定了银行分行处理许多账户
管理程序。在银行营业网点, 客户体验仍然是一
个麻烦. 2010年至2011年, 亚洲许多银行分行的总
访问量下降了30％. 

• 银行应用技术为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 新入行者
建立据点，尤其是在支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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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客户是多渠道跳跃者

在韩国的案例 (麦肯锡个人金融服务调查，2007年和2011年)

• 在整个亚洲，银行正
在升级手机银行，引
进电子货币产品及应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
改善经营，市场营销
和风险管理。

• 高技能的员工, 以人为
本, 提高服务。银行涉
足社交媒体。

• 其目的是在所谓的”全
方位渠道世界”上取 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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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支付模式 - 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质量

• 支付是在与客户银行的关系的核心，产
生的银行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作为切
入点出售资产，责任的产品。有一份报告
指出付款占欧洲零售的20％银行收入

• 数码技术有可能改变零售支付的潜力。它
有望减少支付的成本大幅提升

• 谷歌有动机扩大到付款. 交易层面的付款
信息提供深入洞察客户的购买习惯. 允许

更准确地评估推广及广告效果，从而带动
广告收入。

• 阿里巴巴从电子商务到移动支付，理财
产品和小企业贷款。其自营交易为基础的
信息提供了优越的基础的风险评估。

• 波士顿咨询集团和SWIFT的估计，在未来

的几年中，收入从合并交易，报价和广告
获得了进入移动钱包会大于提供预付费
和移动解决方案的财政收入

印度案例(波士顿顾问集团/ SWIFT，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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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金代价高昂

• 在中国和泰国使用现
金百分比较低, 分别
为24％和30％，但仍
重要. 

• 业内人士估计现金处
理成本在GDP总量的
0.5和1.5％之间。

• 使用现金应税行为无
法被跟踪,从而降低
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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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各地的支付创新

• 澳大利亚：BPAY支付账单服务，POLI零售支
付系统和 payclick 在线支付系统

• 中国：移动支付业务和多用途预付卡，支
付宝, 和阿里巴巴的网上付款

• 香港：非接触式借记卡, 八达通卡, 被广泛应
用于交通运输，小零售交易

• 印度：通过业务代理和移动电话发起的创新
支付服务, 银行移动支付服务（IMPS）

• 日本：基于芯片的电子货币，如伊迪，
Suica卡，PASMO卡，WAON和 nanaco

• 韩国：T-Money 用于公共交通和出租车

• 马来西亚：移动货币

• 菲律宾：全球GCASH 
• 新加坡：NFC（近场通信）的电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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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系统的体系结构

• 使用手机付款近场通信（ NFC）技术。韩国是领导者，
十六银行和两大移动运营商（ KT- OLLEH和SK电信）参加。充值交通卡可韩国
各地用于支付乘坐火车，公交，地铁，轮渡和出租车出行，并支付过路费。

• 为什么M-PESA在肯尼亚行之有效，关键的是，监管环境允许手机可以用来付
款，让Safaricom公司推出M-PESA 。其次，城镇职工谋求汇钱立即到在地区没
有银行分行的家人。最后， 是能够利用代理卖手机时间充值卡的Safaricom公
司的现有分销网络. 

• 花旗美国国际开发署报告确定了10项加速器来驱动成功采用移动支付：

1 。确保移动货币转账安全和透明

2 。建立一个跨机构的政府流程来协调移动支付的决定

3 。利用移动钱为政府和捐助者付款和收款

4 。得到食物和家居用品零售商接受移动支付

5 。和跨生态系统推动开放式的体系结构政策和互操作性

6 。允许移动汇款到跨越国界和移动网络的无缝切换

7 。试点方案，以测试创新方法，建立影响分析和开发可复制

规模化的机会

8 。客户教育和消费者保护措施

9 。促进用移动钱包的能力

10 没有银行账户的身份问题 15



电子信用证

• 贸易融资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基于纸
交易是缓慢的过程，昂贵且容易出现人为错误。

• 电子平台使所有参与者共享相同的贸易数据, 监控
供应链所有权，跟踪风险和使所需融资

• 有关在帮助中小企经常面对的问题，由于他们缺乏
抵押品, 信用记录和新兴经济体付款记录。

• 重要先决条件是电子处理数据和文档的标准化

• 国际商会（ ICC）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创建了一个电子BPO (Bank Payment Obligation) 
。这是一个自动化，安全，透明和无缝制度。它代
表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承诺，按照ICC规则, 由SWIFT的
电子数据匹配, 确保一个指定的日期,由一家银行付
款到另一家银行. 

• 截至6月末2013年， 40间银行都采用了BPO，其中包
括全球前二十大其中14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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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启示 (1) 
• 在中国银监会的鼓励下, 所有中国的银行一直在增加中小企业贷款. 

数据差距仍然是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制约。在整个亚洲，银行都需
找到一种方式来收集足够的，高质量的数据，用稳健和盈利的贷款
决策，以扩展中小企业贷款.  

• 近年来. 阿里巴巴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先导者。已开发中小企
业业务（ B2B），消费者对消费者（ C2C）的销售,  和制造商和零
售商的领先平台。

• 通过alibaba.com ，淘宝, 在网上（ B2C ）和T -商场,  出售给消费者
。2011年，淘宝有90 ％ C2C销售的份额,  T -购物中心有超过半数的
B2C市场. 

• 在2004年，它推出了支付宝，允许客户通过一个网上交易代管服务
与他们的银行账户, 提供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现在占差不
多一半的中国的非银行在线支付市场

• 2010年，阿里巴巴进军贷款。截至8月2013年，阿里巴巴已合共给
中小企业客户贷款1千亿人民币, 诚信通会员可以获高达100万元的贷
款, 申请了为期一年。浙江淘宝会员有资格申请高达50万人民币，为
期六个月的短期贷款。平均贷款尺寸为人民币40,000, 不良贷款率较
低 - 2013年第二季度在0.87％

• 阿里巴巴现在通过互联网。提供投资基金和理财产品，特别是俞-E
保基金，是一个财富管理产品，吸引了十亿美元的资金。 2013年10
月，阿里巴巴收购了俞-E保基金的供应商天虹证券。

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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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启示 (2)

• 阿里巴巴融合了数据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借
鉴网上信用检查，客户的电子商务业务交易
历史, 和专有的纪录, 通过统计工具和分析, 来
评估风险。

• 与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仍然是重要的。在
2013年9月，该公司宣布了新的伙伴关系 - 中
国民生银行

• 2013年7月，阿里巴巴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第一证券 投资组合。这让
阿里巴巴从募集人民币50十亿的额外资金

• 阿里巴巴贷款今天仍然很小。它占了约百分
之0.1 中国的银行贷款。

• 随着电子金融变大，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的公平竞争环境 至关重要。 18



个人对个人 P2P贷款 - 另类的中小企和消费信贷

• 最大的P2P是在美国的Lending Club (贷款俱乐部)，在
2013年发起20亿美元贷款。 2013年5月，谷歌支付1.25
亿美元入股另一种P2P的借款人 Lending Tree (贷款树)
。

• 在中国P2P贷款有两种形式 - 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和无
担保的模式，信贷易是保证模型的一个例子。截至2013
年5月, 促进贷款合共16亿美元。

• 宜信于签署与借款人的贷款合同, 同时签约的金融服务
合同贷款人。对借款人违约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关键
在于这种模式是如何准确的中介评估风险, 贷款人的期
望, 担保基金的充足, 和贷款人自身承受能力。

• 在另一种无担保的模式， P2P的简单中介组织招标拍卖
会，是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资金。 Paipaidai （拍拍
贷） 是一个例子.中介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仍然存在
的问题，是验证（如果有的话）借款人的情况和过程是
什么。一个可靠的网上信用检查系统是这种方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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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担保的模式的个人对个人 P2P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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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头(Bricks) 和点击(Clicks) 

• 2010-11年，“发达亚洲”（香港和新加坡）银行分
行到访率下降了29％,“亚洲新兴市场（印度，中国
) 下降了26％。

• 麦肯锡： 2010年和2015所需的分行, 将会减少26％, 
等于每个分行所需员工减少50％, 5年期间裁员超过
近 2/3。 2015年的数字估计 ,较2010年多四倍. 

• 点击 - 方便，速度快，规模 – PayPal, Google Wallets 
支付宝

• 砖头- 银行牌照的安全性; 信用评估; 专业知识; 精良
的产品

• 银行的回应 - 创新, 包装, 服务升级,和伙伴合作 - 例
如点击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 移动支付; 安全的网上
支付系统; 充值电子钱包; 零售预付费卡 - 中国的预
付卡有2450亿美元结余，到2015年预计将达5000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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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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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农村土地改革启示

• “户口”制度改革， 较好的社会保障, 和允许农民抵押，出租或转让土
地 , 会导致数量庞大农民工, 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新低下层中产阶级消费者.

• 中国的城镇人口2010-20 30年间增加2亿6千8百万，共计9亿4千9百万。
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 在广东的带动下，增加+1亿2千4百万. 
中部增加 7千1百万。五分之一的地级城市滞后,  城市化50％以下, 而另外
五分之一, 城市化达80 ％以上，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

• 麦肯锡季刊报告（2013年6月）中国的中产阶层城市消费者 (家庭收入$ 
9,000 - 34000美元) ，(购买力平价计算约2.5倍），将等同于巴西/意大利, 
从 2000年城镇人口的 4 ％, 增长至2012年的 68 ％, 预期到 2022年, 达城镇
人口75％.

• 中产（家庭收入$ 9,000 - $ 16,000） - 中上阶层（家庭收入34 000美元 -
16 000美元）之间的份额, 将从 2012年的 14 ％ 对 54 ％，扭转至 2022年
的 54 ％对 22 ％ 。

• 一线大城市与 3/4线城市之间, 每年的增幅比例，预计从2012年的 40 ％与
15 ％和 3 ％，到 2022年会扭转至 15 ％与 31 ％和 8 ％

• 新二代（ G2 ）消费者（25岁以下） 2012年 达200万人，占城镇居民消
费支出15 ％，到 2022年会达 35％, 三倍于美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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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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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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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金流

人民币的2020年奥德赛 (渣打银行全球研究 2014年
2月5日 )

• 在2014年世界各地的人民币产品将超过二万五千
亿人民币，包括存款，存款证, 债券, 和贷款 . 香
港点心市场规模将超过7500亿人民币.

• 主要离岸中心的离岸资金池快速增长 - 包括香港
，新加坡，台湾，伦敦 .  在2013年增加了一倍，
达1.2万亿人民币。台湾的人民币存款从12月的
13亿人民币, 一年内增至 1820亿人民币。香港人
民币存款在2013年上升了2570亿人民币

• 未来几年会有更多人民币离岸中心和清算银行出
现, 包括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阿联酋和多
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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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

• 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试验

场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 和外汇管理，

以期最终人民币全面国际可兑换.

• 上海自贸区对离岸人民币借贷范围的指引（

BBVA研究部，2014年2月24日）

• 公司的最大借款 中国以外的来源不能超过1.5

倍的注册资本; 

• 到期日必须是 超过一年

• 款项不能在内地使用, 但可以使用 保税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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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香港财政预算案
基金及资产管理业务

总资产值超过九万亿港元，是亚洲第二位。建议将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扩大至包括
买卖於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市公司，让私募基金亦享有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安排

香港注册的基金现时只能采取信托形式。正研究修改法例，引入基金业愈趋普遍的开放式投资公司形
式，吸引更多传统及对冲基金以香港为基地

研究建立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

内地资金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QDII）进一步放宽。有助推动私人财富管
理业务。香港的私人银行数目，由二零零七年年底的二十七间增加至现时的四十一间.

保险业务

建议宽减专属自保公司离岸保险业务的利得税，跟现在适用於再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看齐。可以带动
其他关连业务，包括再保险服务的发展.

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存款和存款证余额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合共七千二百亿
元人民币。二零一二年, 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超过二万六千亿元人民币，按年上升百分之三十七，占内
地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总额超过九成. 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未偿还余额
累计超过二千三百亿元人民币，比二零一一年年底增加百分之六十二。

尽快落实下一阶段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即RQFII). 包括把合资格的香港金融机构加入为试点机

构，促进人民币资金循环及投资产品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结算、融资和投资方面
的应用，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

储值电子支付工具与零售支付系统

过去十年，香港银行设立的网上银行帐户数目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现在已超过八百万个。经
网上银行处理的交易额平均每月约四万亿港元，市民透过新兴的网上及电子支付平台购物及结帐愈来
愈普遍。正研究修订法例，订立及实施储值电子货币牌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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