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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中场战事”
梅文

过去一年，
金融科技行业经历
了优胜劣汰的大洗牌，
头部平台纷
纷赴美、赴港上市，而不合规平台
被迫业务转型。对于金融科技在
中国的发展业内有不同的看法，
有
人称金融科技还处于初级阶段，
而
有 人 则 认 为 已 经 进 入“ 中 场 战
事”。但不可否认，不管现在处于
哪个阶段，
金融科技已然进入快车
道，
成为各路资本、
巨头、
互联网企
业争夺的潜力赛道。

金融科技进入快车道
9 月 6 日，金融科技峰会“2018
朗迪中国峰会”在上海开幕，本届
峰会的主题是金融智能时代。从
分论坛的设置也可以看出本届峰
会金融科技的变化和趋势，
分论坛
同时设立智能时代、
全球金融科技
最佳实践、金融科技新生态、未来
银行、合规与风控、区块科技等六
大分会场，以及数个专题研讨室，
聚焦中国金融开放、
消费信贷和信
用管理、银行创新趋势、银行与科
技公司合作等话题。
点牛金融董事长曾而新表
示，参加 2018 年度朗迪金融科技
峰会最大的感触是金融科技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现在，全球各大巨头都在高姿态
拥抱新科技。互金行业作为新兴
行业，拥抱科技、让自己成为名副
其实的‘金融科技’公司显得尤为
重要。P2P 平台只有利用好金融
科技，才能更好地为用户提供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体验，实现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曾而新
说。
朗迪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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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Rentons 分析，金融科技的未
来在于科技企业与未来的银行业
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趋
势。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几年 Fintech 改变了银行，甚至要替换银
行，未来的金融将是移动的、自动
的、
实时的。
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阶段很
多人的观点不同，但总体而言，随
着互联网金融进入下半场的竞争，
金融科技的发展也进入快车道。
乐信 CEO 肖文杰在峰会现场
表示，金融科技行业已进入“中场
战事”，
“智慧金融”将成为必然选
择。
“‘智能金融’与‘智慧金融’仅
一字之差，
却反映了金融科技行业
发展趋势的深刻变革。
”
肖文杰称，
过去人们讲
“智能金融”
，
更多是聚
焦于技术层面的创新。而
“智慧金
融”的内涵显然更丰富，除了技术
创新之外，
更重要的是利用新技术
服务用户、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

“进入中场，金融科技企业越
发意识到，跑马圈地、粗放式增长
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行业竞争水
平越来越高、监管政策越来越完
善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公司只有
以创新技术为金融机构和用户创
造价值，才能最终胜出。”肖文杰
补充道。
智融集团 CEO 焦可则指出，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
中国金
融科技已进入到了下半场，
不像早
期群雄逐鹿的过程，
下半场大家都
意识到的一点是“孤木不成林”。
大家都意识到要扩大自己的规模，
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
无论从获客
角度还是风险角度，
规模效应变得
非常明显。
“每个人对金融科技的理解都
不一样，
对中国金融科技落地情况
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这正反映
出，
金融科技在中国市场格局未形
成，其仍处于前半场时期，大的机
构没有做的特别好，
小的平台看起

来仍有机会，而 BATJ 类互联网巨
头在其中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向上金服 CEO 袁成龙表示。

金融科技格局尚未
形成，
仍有很多机会
据《2017 年中国金融科技发
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底，
中国金融科技的市场渗透率已
达到 42%，用户人数超过 5 亿，位
居全球首位。那么经过 2018 年的
进一步发展和洗牌，
金融科技的下
半场风向又会吹向哪里？
袁成龙认为，
金融科技还没有
形成格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还
没有做到极致，
小的金融科技公司
看起来还有机会。他分析，
未来金
融科技有两方面的机会，
一是客户
获取，
二是数据应用方面。
狐狸金服创始人兼 CEO 何捷
表示，
科技力是新金融发展的核心
动力，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新金融

经济的发展，
科技可以从四大方面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让金融变得更
易控制风险，更加智能化、个性化
与透明化。
在何捷看来，
小微企业融资难
的一大原因就是抵押物少，
同时信
用数据缺失，难以获得银行授信。
而金融科技企业利用大数据得以
打破数据孤岛，
让金融的风控能力
更为有针对性也更强大，
从而让更
多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服务。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征信体系
尚不完善，
金融服务无法覆盖到所
有人群。金融科技平台为长尾人
群提供了普惠金融服务，
缓解了他
们的资金难题，
但与此同时也长期
面临着欺诈、多头借贷、违约失联
等风控痛点。
捷越联合 CRO 金可冶分析，
当前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政策日
趋严格，对风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未来在逐渐白热化的市场竞争
中，构建体系化的智能风控，解决
风控痛点，
将成为金融科技企业前
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优秀的金融
科技企业在智能风控方面应加紧
规划布局。
品钛副总裁申磊表示，
Fintech
从线上电子化、到经营渠道化、再
到智能生态化，
不断推动银行经营
模式的转型升级以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这也使得 Fintech 技术服务
商得到了更多发展机会。尽管智
能金融时代的到来重塑着整个金
融产业的格局，然而在申磊看来，
变革更意味着市场中的参与主体
同时也要面对由此引发的对业务
层面的冲击。申磊进一步补充到，
中国仍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金
融服务需求，
平台将通过和金融机
构协同合作，赋能传统金融，共同
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践行社会责任系列报道案例①】

麦子金服：践行社会责任要力所能及，也要触手可及
梅文

随着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成熟，企业也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已经逐渐成为企业
的新风尚。互联网金融因其不
同的特性在践行社会责任时也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互联网金融
所倡导的普惠金融是希望能够
让金融服务覆盖更多的群体，帮
助三农领域、小微企业能得到更
多的金融服务，所以企业除了关
注营收更应该承担更重要的社
会责任。
一点一滴，一草一木影响世
界 ，让 麦 子 的 光 芒 触 手 可 及 ，这
是麦子金服践行社会责任的理
念。九年来，随着麦子金服的成
长与壮大，其践行社会责任的能
力也在提升，而践行社会责任的
成果也正在逐步反哺其品牌影
响力。

社会责任是有阶段
性的，
要力所能及
社会责任，概念非常广泛，说
到践行社会责任很多人觉得是做
公益，其实不然。在麦子金服创
始人黄大容女士看来，践行社会
责任是分阶段的，在初创阶段，全
额缴税，员工的工资、福利都发全
就是对社会、对员工及其家庭负
责任。而随着企业的壮大，则有
余力做更多的事情，逐渐可以去
做更多的公益、扶贫等。
在她看来，社会责任也分为
内 部 和 外 部 ，在 内 部 ，提 升 员 工
及家庭的工作、生活的幸福指数
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对外部而言
创 造 社 会 价 值 ，解 决 融 资 难 、融
资 成 本 高 的 问 题 ，推 进 普 惠 金
融、关爱用户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的践行。
社会责任不是一个虚的概念

和口号，而是身体力行的实实在
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宜兴龙池
山、北京延庆、长城、佛山，都留下
了麦子的足迹。
对于 2018 年麦子金服的社会
责任规划黄大容女士介绍，主要
通过徒步拾捡和公益扶贫两条
线 ，既 要 关 注 自 然 ，也 要 注 重 人
文。麦子金服计划在 2018 年举办
100 余场公益活动，覆盖全国，员
工需要每三个月参加一次公益活
动。
“ 只有心中有更多的爱，才能
对 社 会 、对 客 户 有 更 强 的 责 任
感。
”
黄大容女士说。
徒步拾捡方面麦子金服发起
“一袋超人”的活动，2018 年，麦子
公益的徒步捡拾活动已经举行 20
余场活动，踏遍全国 14 个城市，踏
长城、走古道、进太湖、上山巅。
而在扶贫方面，麦子金服公
益团队则为一些学校捐赠电脑，
购置校服，送去学习资料，未来将
向更多的贫困地区送去温暖。

盈利与践行社会责
任并不矛盾
很多企业认为做公益，践行
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矛盾，其实
不然，通过麦子金服来看，践行社
会责任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和
品牌效应，2017 年，麦子金服创造
了 2.3 亿元的净利润。黄大容女
士说：
“践行社会责任并不一定需
要很多钱，而是通过一种凝聚力
让更多的人自发的参与进来，给
他人、给社会带来帮助。
”
通过每场的公益活动，
麦子金
服的用户、员工逐渐参与进来，践
行社会责任的同时麦子金服的员
工被这种正能量推动着，
更加热爱
自己的工作，
也越来越关爱用户。
黄大容女士说，正能量是会
传递的，并且这种能量正在逐步
转化为麦子金服成长的内在力
量。关爱自然、助小扶微的过程

中也反哺麦子品牌的树立，让温
暖触手可及，与麦子的理念也一
脉相承。
这种品牌的树立对于客户的
黏性及信任至关重要，今年 6 月以
来，网贷行业的“爆雷潮”让很多
投资人陷入恐慌，但据黄大容女
士介绍，麦子金服的老用户一如
既往地相信麦子，与麦子一起成
长、共渡行业难关。
对于本轮的行业大洗牌，
黄大
容女士认为，
这种洗牌还将持续一
两年，直到剩余百家左右的平台。
但最终剩下的平台将承担更大的
社会责任，
肩负推进普惠金融的重
任，
更肩负投资人教育的责任。
黄大容女士表示：
“过去九
年，麦子金服在不断的摸索中逐
渐成长，接下来的九年，则将以更
加成熟、更加专业、更加自信的姿
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的概念，倡
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践行着
‘让金融温暖而可及’
的初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