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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0日，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在贵州财经大学正式挂牌，这是贵阳市政 

府与贵州财经大学开展政校合作、携手推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发展，展

现出贵阳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快赶路”的一种新姿态。目前，贵州正大力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

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

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过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建

设，贵州财经大学紧盯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战略方向，在大数据

平台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全力推进。为促进学校大数据金融

方向的研究与实践，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信息资源的中心，在信息保障，服

务支持方面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大数据金融信 息剪辑》的编纂，通过收

集整理大数据及大数据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大数据相关业界动态、大数据相关的技

术和专业知识等内容的信息资源，为我校大数据金融领域的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文

献信息保障。

 是为记！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杨帆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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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导读】大数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在中国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俨然成为了

“大数据”的代言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

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

过整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记录下贵州在发展大数据这条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2019.01-2019.03）

◎1月8日，记者从贵州省大数据局获悉，

《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由省大数据

产业发展中心完成，自《规划》实施以来，贵州

省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良好，以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为重要特征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为全面落实和推动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

动，进一步加快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建设，近日，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

合印发《贵州省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问责暂行办

法》。

◎1月28日，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

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块数据2.0》韩文版首发仪式

在贵阳举行。当天，《块数据2.0》韩文版在中国

贵阳、中国北京、韩国、日本、美国四国五地同

步发行，标志着块数据理论从贵阳走向世界，贵

州贵阳大数据发展的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1月28日，贵州省方志云项目建设启动会

在贵阳召开。本次启动会的召开，标志着贵州省

方志云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8年，贵州省

方志云项目先后通过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前置

评审及省财政厅的投资评审，正式立项。该项目

总投资603.23万元，建设周期为3年，预计2020

年建成。2018年11月完成了项目的公开招标工

作，12月与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贵州省方志云建设项目合同书》。该项

目也是全国第一个立项建设的省级方志云项目。

◎1月29日，贵州省人大代表、贵阳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副部长明媚建议，

贵州省应加快推进大数据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应

用，优化车辆、人员、道路等各种交通资源配

置，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交通服务，促进“互

联网+”便捷交通发展。

◎1月31日，记者从省大数据局获悉，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大

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征集活动的通知》

要求，省大数据局决定在我省开展2019年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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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征集活动。

◎2月11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教育管

理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名单，贵州有两个案例

入选，其中包括贵阳市大数据+教育精准扶贫平

台。在各省信息中心推荐上报的98个教育管理

信息化应用案例中，经过专家组网络初评与现场

答辩评选，共遴选出36个教育管理信息化应用

优秀案例，包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色应用案例

7个、地市或区县区域统筹应用案例15个、学校

（高等学校或职业院校）创新应用案例14个。其

中，贵阳市教育局报送的贵阳市大数据+教育精

准扶贫平台入选地市或区县区域统筹应用案例，

贵州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报送的贵州教育管理公

共服务监管平台入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色应用

案例。

◎2月11日，从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

悉，截至目前，贵州投入运营及在建的规模以上

数据中心达到17个。贵州全省实际安装使用机架

数达2.58万架，可承载机架数达10万架，数据中

心实际利用率为25.8%。数据中心PUE（评价数

据中心能源效率的指标，越接近1表明能效水平

越好）平均值为1.56，较2017年底下降6.6%，

比全国数据中心PUE平均值1.63低4.3%。

◎2月11日，从贵州省大数据局获悉，2018

年，贵州省上下深入开展“万企融合”大行动，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贵州省经济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新动能。贵州省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指数36.9，比2017年提升

3.1，贵州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44.5，比2017年

提升1.2。

◎2月14日，从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

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贵州服务能力大幅提

升，在防灾减灾、交通运输、旅游服务“三大板

块”领域应用示范成效明显。目前，贵州在全省

30余个地灾易发点部署了基于北斗的防灾减灾示

范应用，推广应用4000余台套北斗智能应用终

端。通过利用“北斗物联网智能感知大数据分析

应用技术”，贵州实现了对地灾易发点全天候、

全方位的动态化、数字化、自动化监测分析预

警。2018年，北斗智能应用终端成功预测并及时

预防了普定老鹰岩崩塌等多起地质灾害。

◎2月14日还在传统新春佳节期间，贵州省

政府组织调研组赴贵阳市深入调研大数据企业发

展情况并召开工作推进会，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扎实推动“一

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深度推进贵州省大数据融

合发展。

◎2月20日，从贵州省大数据局获悉，在复

旦大学联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发

布的《2018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贵

州以58.47的开放指数，位列全国省级数据开放

评价第二位。

◎2月20日，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率

队赴杭州市新华三集团开展精准招商，双方就推

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共建智慧城市等

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系列合作共识。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新华三集团董事长兼CEO于英涛

陪同。

◎2月21日，贵阳市深化民兵调整改革任务

部署会议上，贵阳市将依托新兴产业完成新质民

兵编组任务，挖掘“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新质民兵力量。按照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有关要求，省会城市新质民兵要占

到基干民兵总体比例的30%。根据新时期的任务

需求，贵阳警备区将积极发挥贵阳新兴产业和新

型领域人才的优势，深挖资源潜力、拓展编组方

式，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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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前沿技术优势，加大在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所

的编兵力度。

◎2月22日，来自清华大学2018级大数据全

日制专业学位30名硕士研究生在位于贵阳国家高

新区的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报

道，正式开启了一年半的学习实践，将成为实践

基地首批学员。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生实践教

育基地是贵州省、清华大学在贵阳国家高新区共

同建设的创新型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

“实践基地”），旨在探索政府、高校、企业联

合培养人才新模式，深化政校企合作和产学研融

合，构建大数据人才支撑体系，助推贵州大数据

产业发展。

◎2月25日，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以“创新发展　数说未

来”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

于5月26日至29日在贵阳举行。与往届数博会相

比，本届数博会的大会主题、国际化参与、行业

引领、展会融合、权威发布、集成展示6个方面

的更加突出，势必备受全球关注。数博会将扬帆

起航，成为充满合作机遇、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

性盛会，成为共商发展大计、共享最新成果的世

界级平台。

◎2月27日，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管局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全程网上办”、“零见面”改革

试点工作，推行“一网通办”，进一步压缩注册

审批时间，提高办事质量和效率，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

◎2月28日，记者从2019年贵州省自然资源

工作会议上获悉，近年来，贵州坚持用科技创新

应用增强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能力，不断推

进自然资源大数据建设和应用，确保自然资源

精准“触网”。 2019年，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将

建立自然资源全息大数据平台和共享服务体系，

加快贵州“自然资源云”建设和贵州省级卫星应

用技术中心建设。同时，建立贵州省遥感影像的

获取处理、汇交归档、共享服务、应用推广协调

机制。推广贵州省北斗卫星定位服务应用，提供

高精度自主空间位置服务。丰富和完善“天地

图·贵州”内容，建立纵向互通、横向互联的地

理信息资源分建共享体系。推进自然资源地理信

息成果汇交和目录公布，促进地理信息成果共享

利用。提升应急测绘保障能力，作好地理信息应

急保障和技术支撑。积极推进地理信息军民融合

发展。组织举办贵州省地理信息博览会，加快地

理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我省地理

信息产业发展。

◎2月28日从2019年贵州省自然资源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贵州将切实提升不动产登记

效率和服务水平，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不动产登记不见面”服务，在今年年

底前将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

内，查封、异议、更名更址、预告等登记业务马

上就办。

◎3月8日晚，贵州代表团举行集中访谈活

动，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介绍了“中国数谷”建设、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等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正在召开的2019全国两

会，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引人关注。

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贵

阳正在奋力打造“中国数谷”。

◎3月10日，2019年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第

六场集中访谈活动在北京举行。部分在黔全国人

大代表和特邀嘉宾们一道，围绕“互联网京黔

会：大数据融合发展的贵州力量”主题，畅谈大

数据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的深远影

响，并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3月12日，记者从遵义市大数据局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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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推动全市大数

据产业发展和政府数据聚通用，今年遵义市多

个部门将陆续开展相关工作，以确保多项重点

任务的完成。遵义市大数据2019年的战略行动

中，“数字民生”是一项重要内容。开展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一方面能协助建设全省统一电

子证照的认证体系，实现办事一次认证、多点互

联、一网通办。另一方面，也能协助建成全省政

务服务统一云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一门进、并

联审、限时办、一窗结”，进而提高为市民服务

的效率。

◎3月21日，《贵州省“一云一网一平台”

顶层规划设计》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梅宏、国

家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等8位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在听取贵州“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思路、

目标和路径之后，一致同意《顶层规划设计》通

过论证。　“一云一网一平台”是贵州省着力打

造的全省政务数据“聚通用”升级版，以消除

“信息孤岛”“数据烟囱”为重点，围绕解决企

业和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进

行建设，包括全省政务数据和运用的云上贵州一

朵云、全省各级各部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政务

服务一张网、全省统一提供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

的智能工作一平台。顶层规划按照1个总册、9个

分册进行设计，核心是由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转

变、由独立运用开发向平台统筹建设转变，形成

具有贵州特色的大数据发展体系。

◎3月25日，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马宁宇、

办公室主任焦德禄调研凯里云瀚智慧城市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马局长指出，凯里市能拥有这样一

支有专业技术的企业十分难得，云瀚公司要加大

产品研发投入，激活思路，全力参与到贵州省大

数据建设中来。目前贵州省“一云一网一平台”

顶层规划设计已通过专家组论证，专家认为，构

建“一云一网一平台”，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

创新性，对于推动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纵深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3月28日，由贵州企业研发，国内首款学

习数据分析平台、学情分析平台、首个教学大数

据平台“勾勾”正式上线运行。落户于贵安数字

经济产业园内的贵州树精英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其研发的“勾勾”学习平台利用智能笔和阅

卷系统采集学生作答的数据，通过算法分析，建

立学情监测和学业水平评价体系，出具学情报

告，开展循证教学，辅助学校提升教学质量，帮

助学生提高成绩。

来源：数据观及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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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营销中的4个实际应用

人工智能（AI）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漫长

的道路，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像亚马逊或

Netflix以外的其他公司来说，它常常被认为是一

种不切实际的、未来主义的或过于昂贵的技术，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以下将了解企业在营销中

采用人工智能的四个例子，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占

据先机。

1.个性化内容/产品推荐

保持相关性、及时、不要纠缠于无关紧要

的交易——这正是当前对典型客户的要求。根

据Salesforce公司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62%的

B2B买家希望在交易的不同阶段收到个性化建

议。在B2C细分市场，购物者更受青睐，并期望

从每个品牌厂商获得类似亚马逊公司的体验。

Segment公司在2017年的研究中指出，只有22%

的客户对他们所接受的个性化服务和产品感到完

全满意。

器学习成为了大多数内容推荐系统（包括

Spotify、Netflix和Amazon）背后的力量，由于

价格和技术限制，对营销人员来说似乎遥不可

及。但是，开发自定义算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并且是

在营销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快速有效方式。例如：

● ContentAIbyMarketo-使用预测分析和机

器学习在企业的网站上显示与用户“推荐”相关

的最为相关内容。

● CaliberMind-分析企业的所有客户数据，

创建理想的买方角色，并建议如何以有利可图的

【导读】人工智能（AI）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了

解企业在营销中采用人工智能的四个例子，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云计算与大数据是

什么关系？ 大数据需要什么人才？关于大数据最常见的10个问题来解答。《福布斯》撰稿人

Steve Wilkes近日发文称， 2018年是商用科技快速发展的一年，那么2019年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呢？关于企业的大数据体系构建，每个层级之间可以是递进的关系，虽然业务主导不同，但

构建思路相通。统计学和大数据如何帮助我们认知世界？大数据金融，这个“跨界整合”会

带来什么，大数据金融风控体系哪家强？可以通过最新资讯栏目了解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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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与企业的受众进行沟通。

● Visely-Shopify商店的人工智能驱动产品

推荐引擎。

那么人工智能对个性化的影响有多大？在分

析了35亿次营销互动之后，BlueShift公司对人工

智能推动的个性化给出了结论：

● 在客户参与中创造3.1-7.2倍的提升力。

● 与电子邮件相比，移动通信的参与度提高

了2倍。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引擎可以在初

始结果上提供额外50%的提升。

2.对话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是客户支持自动化的驱动力，

但遗憾的是，他们在营销领域处于未充分利用状

态。毕竟，营销就是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引导

有意义的对话。聊天机器人现在可以完美地处理

这一任务，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通过多个渠道与

潜在客户进行互动。

例如，Nordstrom公司允许购物者在寻找适

合的商品时与机器人互动。在询问了一系列主要

问题后，现场助理会建议购买最合适的商品。

HipmunkMessenger通过旅客的位置来确定

他们从哪里出发，然后进行适当的交易。聪明的

助手还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旅行策划旅行建议和管

理酒店预订。一般来说，旅游行业在聊天机器人

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其他行业也在迎头赶上。事实上，在2018

年到2024年之间，全球聊天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

将增长31%，达到13.4亿美元。考虑到开发聊天

机器人的成本不断下降，这应该不足为奇。根据

CMSWire公司的调查，为营销目的开发的SME

信使聊天机器人的平均成本为3000-5000美元。

但是记住，除了为机器人提供人工智能功能，还

应该考虑到内容开发成本。

3.预测分析和见解

更 好 地 利 用 数 据 进 行 受 众 细 分 和 定 位 是

2 0 1 9 年 5 5 % 的 营 销 人 员 的 首 要 任 务 。 如 果

企业想要效仿，需要摆脱仅使用描述性分析

（GoogleAnalytics），并采用预测工具。

预测性和最近的规范性分析可以帮助企业

战胜数据混乱，确定最有利可图的营销渠道和行

动。机器学习算法已经为企业提供了以下帮助：

● 预测并应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

● 在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CRM）中为潜在

客户评分，并提出满足销售数字的最佳措施。

● 优化企业的点击付费（PPC）预算，以增

加销售额，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广告支出。

● 识别和获取“相似”的潜在客户，与理想

的买家角色紧密匹配。

● 发现并追踪错失的关键字和内容营销机

会。

那么最好的部分是什么？预测分析现在是一

种商品技术，适用于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事实

上，在预测分析采用方面，小公司往往具有竞争

优势——他们需要更少的时间和技术努力来准备

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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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交倾听和情绪分析

了解人们对企业或竞争对手的在线评价对于

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营销战略至关重要。但是，

从同时发生的那些热门话题中解读见解对于人工

智能来说比人工代理更好。

数据科学已经被积极地应用于社交媒体营

销，用于微细分和定位、社交媒体收听，以及影

响者营销活动管理。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交聆听进

一步扩展了营销人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

● 确定并量化社交媒体上的消费者购买意

图。

● 了解购物者对企业的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

的看法。

● 了解推动行业对话的因素，以及这些对话

的内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 实时注意并回答有关企业的产品/服务的问

题。

● 识别并与在社交媒体上寻求产品推荐/建议

的买家互动。

更棒的是，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少犯

错误。

总结

企业应该开始在营销中使用更多的人工智

能，因为它可以大大提高其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智能工具不再昂贵，也不再只适用于特定行

业。企业登上人工智能创新列车变得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容易，所以如果还没有这样做，那么是时

候上车了。

来源：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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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计算与大数据是什么关系？

云计算的关键词在于“整合”，无论你是通

过现在已经很成熟的传统的虚拟机切分型技术，

还是通过google后来所使用的海量节点聚合型技

术，他都是通过将海量的服务器资源通过网络进

行整合，调度分配给用户，从而解决用户因为存

储计算资源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他俩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云计算

技术就是一个容器，大数据正是存放在这个容器

中的水，大数据是要依靠云计算技术来进行存储

和计算的。

两者关系：

首先，云计算是提取大数据的前提。

信息社会，数据量在不断增长，技术在不

断进步，大部分企业都能通过大数据获得额外利

益。在海量数据的前提下，如果提取、处理和利

用数据的成本超过了数据价值本身，那么有价值

相当于没价值。来自公有云、私有云以及混合云

之上的强大的云计算能力，对于降低数据提取过

程中的成本不可或缺。

其次，云计算是过滤无用信息的“神器”。

首次收集的数据中，一般而言，90%属于无

用数据，因此需要过滤出能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

的可用数据。在大量无用数据中，重点需过滤出

两大类，一是大量存储着的临时信息，大数据学

习扣qun74零零加【4 1 8八yi】几乎不存在投入

必要;二是从公司防火墙外部接入到内部的网络数

据，价值极低。云计算可以提供按需扩展的计算

和存储资源，可用来过滤掉无用数据，其中公有

云是处理防火墙外部网络数据的最佳选择。

再次，云计算可高效分析数据。

数据分析阶段，可引入公有云和混合云技

术，此外，类似Hadoop的分布式处理软件平台

可用于数据集中处理阶段。当完成数据分析后，

提供分析的原始数据不需要一直保留，可以使用

私有云把分析处理结果，即可用信息导入公司内

部。

最后，云计算助力企业管理虚拟化。

可用信息最终用来指导决策，通过将软件即

服务应用于云平台中，可将可用信息转化到企业

现有系统中，帮助企业强化管理模式。

上升到我国互联网整体发展层面，虽然我国

在互联网服务方面具有领先的优势，然而，越来

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与云计算的结合将使大数据

分析变得更简单，未来几年，如能在大数据与云

计算结合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将使我们在全球市

关于大数据最常见的10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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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具竞争力，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2、大数据需要什么人才？

大数据需要以下六类人才：

（1）大数据系统研发工程师

这一专业人才负责大数据系统研发，包括大

规模非结构化数据业务模型构建、大数据存储、

数据库构设、优化数据库构架、解决数据库中心

设计等，同时，还要负责数据集群的日常运作和

系统的监测等，这一类人才是任何构设大数据系

统的机构都必须的。

（2）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

此类人才负责搭建大数据应用平台以及开

发分析应用程序，他们必须熟悉工具或算法、编

程、优化以及部署不同的MapReduce，他们研

发各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程序及行业解决

方案。其中，ETL开发者是很抢手的人才，他们

所做的是从不同的源头抽取数据，转换并导入数

据仓库以满足企业的需要，将分散的、异构数据

源中的数据如关系数据、平面数据文件等抽取到

临时中间层后进行清洗、转换、集成，最后加载

到数据仓库，成为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的基

础，为提取各类型的需要数据创造条件。

（3）大数据分析师

此类人才主要从事数据挖掘工作，运用算法

来解决和分析问题，让数据显露出真相，同时，

他们还推动数据解决方案的不断更新。随着数据

集规模不断增大，企业对Hadoop及相关的廉价

数据处理技术如Hive、HBase、MapReduce、

Pig等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具备Hadoop框架经验

的技术人员是最抢手的大数据人才，他们所从事

的是热门的分析师工作。

（4）数据可视化工程师

此类人才负责在收集到的高质量数据中，

利用图形化的工具及手段的应用，清楚地揭示数

据中的复杂信息，帮助用户更好地进行大数据

应用开发，如果能使用新型数据可视化工具如

Spotifre，Qlikview和Tableau，那么，就成为很

受欢迎的人才。

（5）数据安全研发人才

此类人才主要负责企业内部大型服务器、存

储、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并对网络、信息安全项

目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而对于数据安全方面

的具体技术的人才就更需要了，如果数据安全技

术，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管理经验，能有效地保证

大数据构设和应用单位的数据安全，那就是抢手

的人才。

（6）数据科学研究人才

数据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够将单

位、企业的数据和技术转化为有用的商业价值，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事务

直接涉及或针对数据，这就需要有数据科学方面

的研究专家来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他们能将数

据分析结果解释给IT部门和业务部门管理者听，

数据科学专家是联通海量数据和管理者之间的桥

梁，需要有数据专业、分析师能力和管理者的知

识，这也是抢手的人才。

3、大数据行业的从业者是从哪获得数据

的？

大数据行业的从业者有多种途径获得数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源，具体有一下几种：

（1）官方数据（政府部门或企业直接提供

的数据或数据接口）；

（2）半官方数据：如各类行业协会，俱乐

部；

（3）各个平台的数据：如淘宝网、京东、

唯品会，有些会免费开发数据，还有一部分是付

费的数据软件；

（4）再然后就是从业者自己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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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用一些数据采集工具或软件，工具如：

爬虫软件，百度蜘蛛等；

（5）最后就是购买的数据，一般有一些专

门数据采集的机构，像像艾瑞、浪潮，以及传统

的调研企业。

数据的获取方式有很多种，同样，数据的使

用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说行业销售趋势，有人

用销售额数据，有人用销量数据。数据就像一个

任人打扮的姑娘，使用的人会选取自己想要的数

据来展示，所以考量数据的真实性，一个是数据

来源，还有就是数据的选择是否合理。

4、大数据分析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1）Analytic Visualizations（可视化分析）

不管是对数据分析专家还是普通用户，数据

可视化是数据分析工具最基本的要求。可视化可

以直观的展示数据，让数据自己说话，让观众听

到结果。

（2） Data Mining Algorithms（数据挖掘算

法）

可视化是给人看的，数据挖掘就是给机器看

的。集群、分割、孤立点分析还有其他的算法让

我们深入数据内部，挖掘价值。这些算法不仅要

处理大数据的量，也要处理大数据的速度。

（3） Predictive Analytic Capabilities（预测

性分析能力）

数据挖掘可以让分析员更好的理解数据，而

预测性分析可以让分析员根据可视化分析和数据

挖掘的结果做出一些预测性的判断。

（4） Semantic Engines（语义引擎）

由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多样性带来了数据分析

的新的挑战，需要一系列的工具去解析，提取，

分析数据。语义引擎需要被设计成能够从“文

档”中智能提取信息。

（5） Data Qual ity and Master Data 

Management（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

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是一些管理方面的最佳

实践。通过标准化的流程和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

可以保证一个预先定义好的高质量的分析结果。

5、央行征信和大数据征信的不同之处

（1）确实有不同之处，央行征信是传统征

信方式，大数据征信是伴随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

的。

（2）央行征信与大数据征信差异主要从征

信数据来源、权威性、数据完整性、用途等维度

区分。

（3）央行征信特点：数据主要来自银行、

证券、保险、社保等体系里构成一个数据循环，

权威性高，数据基本完整，主要用于资产评估、

银行放贷、信用卡额度等。

（4）大数据征信特点：数据主要来自互联

网各大平台，使用互联网技术抓取或接口合作获

取征信数据，资质再好一点的企业可以申请接

入央行征信，权威性不如央行征信，但随着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会越来越重要，数据完整性各大

数据征信平台不同，主要用于互联网金融，例

如P2P，如果p2p拿不到央行征信数据风险会很

大。

（5）展望未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大数据征信与央行征信会不断融合直至融为一

体，真正的满足数据的完整性，那违法犯罪基本

就真的大大减少了，信用真的就是钱！

6、如何构建银行业大数据分析平台？

一是银行与电商平台形成战略合作。银行业

共享小微企业在电商平台上的经营数据和经营者

的个人信息，由电商平台向银行推荐有贷款意向

的优质企业，银行通过交易流水、买卖双方评价

等信息，确定企业资信水平，给予授信额度。建

设银行曾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此外也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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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股电商、开展数据合作的案例。

二是银行自主搭建电商平台。银行自建电商

平台，获得数据资源的独立话语权。在为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的同时，获得客户的动态商业信息，

为发展小微信贷奠定基础，是银行搭建电商平台

的驱动力。2012年，建设银行率先上线“善融

商务”，提供B2B和B2C客户操作模式，涵盖商

品批发、商品零售、房屋交易等领域，为客户提

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社区服务、在线财务管

理、在线客服等配套服务，提供的金融服务已从

支付结算、托管、担保扩展到对商户和消费者线

上融资服务的全过程。

三是银行建立第三方数据分析中介，专门挖

掘金融数据。例如，有的银行将其与电商平台一

对一的合作扩展为“三方合作”，在银行与电商

之间，加入第三方公司来负责数据的对接，为银

行及其子公司提供数据分析挖掘的增值服务。其

核心是对客户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准确预测客

户短时间内的消费和交易需求，从而精准掌握客

户的信贷需求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

银行业有处理数据的经验和人才。大数据学

习扣qun74零零加【4 1 8八yi】数据分析和计量

模型技术在传统数据领域已得到较充分运用，同

时也培养出大批精通计量分析技术的人才。如在

风险管理方面，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与国际接轨

过程中，引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国际准则，为

银行业提供了一套风险管理工具体系。银行在此

框架下，利用历史数据测度信用、市场、操作、

流动性等各类风险，内部评级相关技术工具已发

挥出效果，广泛应用于贷款评估、客户准入退

出、授信审批、产品定价、风险分类、经济资本

管理、绩效考核等重要领域。

7、为什么需要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大数据

技术？

Mike Jude：从本质上来说，大数据就是曾

经被称为数据仓库的逻辑延伸。顾名思义，大数

据就是一个大型的数据仓库，一般有一个能支持

业务决策的业务重点。但是，它和传统数据库不

同的是，大数据不用构建。

在典型的数据库中，数据会被组织成标准

的字段，并使用特定的密钥索引。如果你熟悉

Microsoft Access应用程序，那么你就能完全理

解这个概念。比如，一个顾客记录可以由姓氏、

名字、地址和其它信息组成有通用标签的字段。

每个顾客记录样式都是相同的，这样可以通过使

用搜索关键词来检索，比如搜索姓氏。

现在，如果你想链接到这些客户记录需要怎

么做？链接到客户的图片或者视频呢？如果是链

接到客户的所有记录呢？

将这么多不同的数据源互相映射，一般的数

据库还做不到。另外，需要链接的数据量是非常

巨大的。这就产生了“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

使用特殊的数据结构来组织和访问巨大数量的数

据，可能达到多个艾字节的范围。一般情况下，

这需要跨多个服务器和离散数据存储进行并行计

算，而小企业往往难以维持这种大数据的存储

库。但是，大数据正逐渐成为云服务提供商能提

供的一种服务，从而把大数据应用推向更多的公

司。

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为什

么需要大数据？答案就是相关性的价值。如果你

能看到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关系的数据设置之间的

关系，你会获取很多重要信息。比如你想知道你

的公司是不是容易被黑客利用。那么你需要跨多

个应用程序和数据中心检查无数条交易。这时如

果没有大数据技术和相关的分析技术，这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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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随着数据量的增长、业务的可用性和

重要性的增加，大数据的定义可能会用来描述大

多数数据库应用。IT专业人士应该掌握大数据相

关概念和术语，以免遇到困难。

8、企业大数据如何起步？

大数据应该是从小数据逐渐演变上去的，是

一个正常的生态，而不是瞬间变化的。

大数据这个概念跟自媒体的概念类似，需要

企业自己去建设，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着依靠别

人。很多企业在谈自媒体的时候，像谈别人的事

情一样。比如一谈自媒体，就觉得那是第三方提

供的一个平台，大家在那儿发发牢骚。自媒体是

自己的媒体，企业自己也要参与进去。同样大数

据不是别人的大数据，我们假设有一个第三方提

供了大量的数据，有很多很多信息，CI、BI之类

的很多模块化东西供我们来用。如果这样的话，

你有，竞争对手也有，你能得到的东西，竞争

对手也能得到的情况下，就不能称之为核心竞争

力。

大数据作为企业来说要变成自身的一个竞争

力，企业必须得建立自己的企业级的数据。

要做大数据，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企业，或者

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发

现，有很多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最终不是被现

在的竞争对手打败，而是被很多不是你的竞争对

手所打败。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都认为亚马

逊是做电商的，但这是错的，它现在最主要的收

入来自于云（云服务）。也就是说企业需要找到

自己的核心数据（价值），这个是最关键的。只

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大数据才有可能，

才能做一些延伸。其次，要找到内部的一些外围

相关数据，去慢慢地成长它。有点像滚雪球，第

一层是核心，第二层是外围相关的数据。第三层

是什么？就是外部机构的一些结构化数据。第四

层是社会化的，以及各种现在所谓的非结构化的

数据。这几层要一层一层地找到它，而且要找到

与自己相关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样你的大数据才

能建立起来。

第一步，找到核心数据。核心数据现在对很

多企业来说实际上就是CRM，自己的用户系统，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步，常规渠道的数据。举例来说一个销

售快销品的企业，能不能够得到沃尔玛的数据，

家乐福的数据？很多国外大数据的案例，说消费

者买啤酒的时候也会购买剃须刀之类，或者一个

母婴产品的消费者她今天在买这个产品，预示着

她后面必然会买另一个产品。这就有一个前期的

挖掘。这些价值怎么来的，这就需要企业去找常

规渠道里面的数据，跟自己的CRM结合起来，才

能为自己下一步做市场营销、做推广、产品创新

等建立基础。

第三步，外部的社会化的或者非结构化的数

据，即现在所谓的社会化媒体数据。这方面信息

的主要特征是非结构化，而且非常庞大。这对企

业来说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当你的用户在社会化

媒体上发言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建立联系？这

里有个概念叫做DC（digital connection）。所谓

的互联网实际就是一种DC，但是通常互联网上

的那种DC是在娱乐层面。用到商业里面的话，

就是企业必须得跟消费者建立这种DC关系，它

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否则，你的数据以及很多

的CRM数据都是死的。就像国外CRM之父Paul 

Greenberg写的四本CRM相关书籍，前面三本都

是在讲数据库、系统之类的。第四本书的时候，

就没有再讲那些东西，讲什么？讲互动，讲DC，

讲怎么跟消费者建立关系。

有了这个数据库去进行数据挖掘，或者在建

立数据的过程中，企业需要从什么方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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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首先应该跟着你的业务，业

务现在有哪些问题，或者说这个行业里面主要的

竞争点在哪里，这是很关键的。有了这个业务关

系以后，再形成假设，也就是说未来的竞争点可

能在哪里，大到未来的战略竞争，小到哪些方

面。然后下一步要怎么做，这些形成一个假设，

其次做一些小样本的测试。

很多企业一看大数据就很恐怖，说我也买不

起那些大数据，也雇不起那么专业的团队，怎么

办？

自己做一些小样本的测试，甚至通过电子表

格Excel都可以做数据挖掘。不一定非要那么庞

大、那么贵的数据。然后再做大样本的验证，验

证出来的结果就可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大数据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失

效预警。即你发现一个规律，在现实中应用了，

但是你一定要设立一些预警指标。就是当指标达

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之前发现的规律失效，那你

就必须发现新的、相关的，否则也会造成一种浪

费。笔者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个重要结论。

大家都在说大数据的价值很有用的时候，很多企

业说我积累了多少TB，多少PB，但是你基于老

的数据得出的很多结论实际是在浪费你的资源。

你挖掘出来很多数据、很多规律，如果错了，明

天按这个去做，就是浪费。因此需要有一个失效

预警。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你需要对应建立起

内部团队，他们对数据的敏感度也才能培养起

来。这时候你再去买大数据服务的时候才是有价

值的。

所有这些工作作为企业来说是需要内部去做

的，最终才能开花结果，有一些收获。企业大数

据起步，要从小数据开始。

9、大数据处理中数据质量监控从哪几个方

面进行？

大数据处理中数据质量监控，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数据容量（Volume）：数据的大小决定所

考虑的数据的价值的和潜在的信息；

数据种类（Variety）：数据类型的多样性；

数据速度（Velocity）：指获得数据的速

度；

数据可变性（Variability）：妨碍了处理和有

效地管理数据的过程；

数据真实性（Veracity）：数据的质量；

数据复杂性（Complexity）：数据量巨大，

来源多渠道。

“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

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10、大数据是否存在泡沫呢？

这是必然的，任何一个影响极大的“概念”

被炒作起来后，都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原

动力，使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之付出或真或假、或

实或虚的努力，群众的力量是庞大的，因此这一

新事物将有力的推动一下历史的进程，当又一个

新的技术或理论出来后，前一个被推向高潮的概

念就成了泡沫了。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

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

合，靠人脑是无法进行处理的，结论的真假优劣

完全取决于使用的软件，所以其结果绝非完美无

瑕，作为商业用途，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既然只

能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将之推高到一   定程度的

时候就会形成泡沫，渐渐被人遗弃和遗忘。

没有常青的技术。推陈出新才是历史的必

然。

来源：https://www.afenxi.com/63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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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撰稿人Steve Wilkes近日发文

称， 2018年是商用科技快速发展的一年，现代

数据管理成为了很多企业的重要目标，云服务的

采用率也大幅增加，一些战略并购案例以及人工

智能和其他新技术的兴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

么2019年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以下是一些预测：

云服务

企业将更多地使用云服务，企业数据中心将

更快地转向云服务，把重要的、价值较高的活动

放在云上，尤其是云爆发（cloud bursting，一种

应用部署模式）和分析应用程序。

有一些技术支持在不同的云和本地系统之间

进行实时数据分发，这些技术对于几乎所有的云

用例都会变得日益重要。

IBM收购了Red Hat，它可能不会直接对顶

级供应商发起挑战，但是会把Red Hat技术运用

在跨越各种云、私有云和内部部署数据中心的混

合模式中，起到重大作用。

利用容器、Kubernetes、云和多云管理器向

多云和混合模式转变，这是一个趋势，可携式应

用程序和无服务器式计算将对这个转变起到促进

作用，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和老牌企业将提供自

动化服务。

在大数据和分析领域，越来越多的开源技

术在日趋成熟，它们将转变为可扩展的托管云服

务，而那些为了支持它们而成立的商业公司，营

收会遭到它们的蚕食。

大数据

尽管Cloudera 和 Hortonworks的合并是大数

据领域整合的一个证据，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

使用云服务来存储和分析数据，企业对大数据基

础架构的投资将会减少。

随着5G进入市场，数据将以更快的速度

生成，所以企业应该认真地考虑改进架构，以

便在本地用流数据和内存中处理（in-memory 

processing）开展工作。

结 合 了 流 式 传 输 和 批 处 理 以 及 分 析 的

Lambda和Kappa架构将继续受到一些技术的推

动，变得更受欢迎。这种混合架构对于推动机器

学习的操作化过程来说至关重要。

流式传输和批量大数据分析组件将广泛采

2019年科技发展预测：云、大数据、AI、物联网和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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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QL语言的变体，以便让用户（而不是使用

API？6？7？6？7的开发人员）实现自助的数据

处理和分析，因为这些用户对数据最为了解。

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快速获得实时信息，因

此可扩展的基于SQL的体系结构（如Snowflake

和Apache Kudu）将比传统的大数据环境更受欢

迎。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不再被视为一种“专

业”，它们将更深入地渗透到企业的业务中。企

业以集中的跨职能形式组织AI部门，可以生成、

共享和重用AI模型和解决方案，快速获得投资回

报。

通过把机器学习与其他重要新技术结合起

来，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AI的效益。AI与物联网

（IoT）、区块链和云投资的融合，将会提供最大

的协同效应，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数据科学家将成为DevOps的一部分，以便

快速实现机器学习的操作化过程。数据科学家

将向上游移动，并与IT专家合作，以确定如何获

取、处理数据并建模（而不是处理原始数据）。

这将使模型能够与实时数据流快速集成，并持续

评估、测试和更新模型，以确保其效果。

安全

安全威胁之前来自一些小角色，现在可能会

有更强大的对手。工业数据（而非消费者数据）

可能会成为攻击目标。这些攻击很复杂，集成了

AI的实时威胁检测工具将被用来应对不断变化的

攻击方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云分析，在安全和

监管上，对实时屏蔽、模糊处理和加密技术的需

求也会大幅增加，尤其是对敏感信息。

物联网

物联网，特别是与位置数据相结合的传感

器，将会获得大幅增长，但大企业不会直接购买

它——集成商使用边缘处理和基于云的系统，对

设备制造商和支持实时处理的技术进行整合，以

便在多个行业中提供完整的基于物联网的解决方

案。

物联网设备、网关和支持技术的种类会越来

越多，所以围绕协议、数据收集、格式化、规范

模型和安全要求的标准化工作也将展开。

区块链

AWS和Azure上易于操作和管理的云产品将

推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分类帐技术的采用。这将

为企业提供快速构建供应链和数字合同原型的途

径。

创新的安全算法与计算能力的提升相结合，

将在未来数年内把数字分类账交易的处理时间从

几秒减少到几毫秒或几微秒，高速流传输应用程

序将能够与区块链一起使用。

无论这些预测是否将会成真，我们都可以

肯定的是， 2019年企业将在现代化、云计算、

流式传输架构和机器学习上持续投资，一系列出

人意料的发展和创新会引发企业的思考和敏捷行

动。

来源：https://www.afenxi.com/63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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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的大数据体系构建，可以分为4个

层级，每个层级之间可以是递进的关系，虽然业

务主导不同，但构建思路相通。

关于企业的大数据体系构建，可以分为4个

层级，每个层级之间可以是递进的关系，虽然业

务主导不同，但构建思路相通。

一、数据基础平台

基础的数据平台建设工作，包含基础数据平

台的建设，数据的规范，数据仓库的建立、数据

质量，统一业务口径等等。

很多公司的数据无法有效利用，一来是数据

散落在各个部门产品的服务器，各个业务系统的

数据没有打通；二来是缺乏统一的数据规范，业

务系统数据按照各自的口径和理解习惯上报，没

有标准化的SDK和上报协议，难以构建高质量的

数据仓库。

大数据平台架构的搭建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

技术活，整个平台价值的体现，其实需要公司各

个部门的配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关

键数据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从各个部门业务指

标进行提炼，并得到业务部门认可。常见的关键

指标，比如营销业务新增用户，有效新增用户，

活跃转化率，累计留存数，渠道效果等。比如销

售部门，日销售额、月销售额、回款占比等等。

二、数据报表分析与可视化

在第一层级中，进行数据指标体系规范，统

一定义，统一维度区分，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标

准化可配置数据报表设计，直观的可视化输出设

计，包括财务、销售、供应链等多种数据类别。

企业大数据体系构建，从这4层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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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数据报表工具有帆软FineReport、birt、水

晶报表，小规模也可以用Excel来替代，但需要一

定的开发量和使用水平。企业的报表通常可分为

基础查询类报表、管理层分析报表和主题分析报

表。

三、精细化业务分析

某些业务是需要精细化管理的，比如互联

网电商的运营，为此还提出了“增长黑客”一概

念。在建立数据平台和可视化基础上，对已有的

销售用户行为、收入数据等进行各种分析，输出

日报、周报、月报、各种专题分析报告。以互联

网为例，常见的数据分析工作如下：

1. 通过 A/B 测试进行产品分析优化；

2. 运用漏斗模型进行用户触达分析，如广告

从曝光到活跃的转化；

3. 营销推广活动的实时反馈；

4. 业务长期健康度分析，例如从用户流动模

型、产品生命周期分析产品成长性和健康度；

四、战略分析与决策

战略分析与决策更多的是基于企业经营层面

的分析和重大决策改变的分析，这些决策往往需

要大量数据和指标的支持，而在过去是依靠报表

和经验。

企业如果要将大数据体系贯彻落实，建议是

用机器来做好业务运营监控，在此基础上让人来

做人类更擅长的经验分析和战略判断。

来源：数据分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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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大数据如何帮助我们认知世界？

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在网上买过东西，商

家就会根据你的网购经历，给你推荐很多相关的

商品。比方说你买了婴儿奶粉，商家除了给你

再推荐奶粉，还会给你推荐婴儿车、婴儿床。还

有，你可能也听过，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基于后

台收集到的各种数据，做出自己产品的“用户画

像”，让分散在整个互联网上的用户，从无数抽

象的数据，变成一个或者几个具象化的人物，然

后再有目的地优化自己的产品。那你知道支撑大

数据和算法科技的，是哪一门学科呢？可能你也

想到了，对，就是专门处理数据的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人类文明出现

以来，统计就已经存在。从最开始的结绳记事，

到后来随着各种政权的出现，为了方便管理，各

国都会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统计国家信息，比如

中国古代的户部。漫长的人类历史不仅是统计学

的发展史，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历史。为什么这

么说呢？接下来，我就从以下三个方面解释这个

问题。首先，我给你说说统计学的基本原理、这

个学科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接着，跟你说说，统

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它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

哪些内容，它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去处理复杂的数

据，用已知去预测未知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大数据时代的统计革命。

统计学的概念与原理

一般意义上的统计学，包含了概率学与数

理统计学两个部分，都以概率论为基础。听着吓

人，其实除了一个吓人的名字，这门学问并不高

深，我们从小到大都和它打着交道。比如学生时

代参加的大大小小的考试，本质上都是数学统计

的过程。老师出的考卷就相当于一张调查问卷，

通过选择有限的知识点和题目，来考察我们对整

个知识体系的掌握情况。用统计学的术语表达出

来，这就是典型的抽样调查，考试成绩就是量化

后的调查结果，而我们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努力

程度，就会以分数的形式展现出来。

其实统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统计一直是

从问题出发的，它的本质就是借助一些数学工具

来解决现实问题。一个统计学家所做的工作，就

是通过分析数据来推断事物的本质，预测它未来

的发展。而分析数据的第一步，就是找出那些看

似偶然发生的事件，背后隐藏着哪些必然性的统

计规律。这里就要用到两个概率学基本定理，第

一个是大数定律，它是整个概率学的基础。在生

活中，想要做好财产管理和风险投资，都离不开

它。

第二个是中心极限定理，这个定理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抽样，来调查整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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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规律。了解这些概率学知识之后，我们就

可以把目光放在统计学的基本方法上。

第三个重点我们就来说说，随机抽样，这是

调查统计的基础环节，我们可能大概知道它是怎

么回事，但是其实这个环节，经常容易出错。那

么，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科学家又是如何开展

分析研究的昵？

第四个重点我们就来着重了解，“回归分

析”这种数据分析方法。

第一个重点：大数定律

想象一下你在学生时代的某天，老师心情

不好，一连在班级里做了10次单词听写。 对你

来说，每次听写的成缋肯定是有浮动的，可能有

一两次得分比较高，一两次不太理想。但听写了

这么多次，应该比较能反映你的真实水平了。这

就是“大数定律”的主要内涵，用数学术语来表

达，那 就是当试验次数足够多时，实验结果的平

均值会无限地接近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一般叫做

“期望值”。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

概率来看清风险，做出决定，尤其是在理财和投

资的时候，体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常常有人幻想自己一夜暴富，那最有

可能的方法就是，买彩票或者进赌场。其实博彩

行业就是依靠概率理论来发财的，让大家都觉

得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可如果按照每期奖金的

数额除以彩票的发行量，每张彩票的实际价值都

不到1分钱，但人们依然热衷于花2元钱来交换1

分钱。就算是某期彩票暴出大奖掏空了奖池，从

长远看，发行彩票也是稳赚不赔的。为什么昵？

根据“大数定律”，对于长期发行、销量稳定的

彩票，奖金总额的期望值是恒定的，发行机构只

要保证彩票的销售额大于奖金期望值，就肯定赚

钱。赌场也是一样，只要能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赌

客，不管幸运儿蠃走多少钱，赌场永远是最后的

蠃家。所以，一夜暴富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

率微乎其微，沉溺其中的结果，就是让赌场老板

和彩票发行机构大赚了一笔。

反过来，对于一些期望值比较高的投资，

我们也要用到大数定律的知识。比如一个投资门

槛是100万的项目，成功率只有30%，但是预期

回报达到了500%，这么诱人该不该投昵？这时

候，如果你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高回报率上就很危

险。我们要注意，大数定律成立的前提是“试验

次数 足够多”。投资100万可不是买2元钱的彩

票，如果你是工薪阶层，用来投资的100 万元是

你的全部资产，那你显然没有多次投资的资本。

这时候如果你孤注一掷，有70%的概率会血本无

归。反过来，如果你是巴菲特，那这样的项目肯

定是来得越多越好，因为你投资的几百个项目里

肯定有一些会成功，平均来看一定会像开赌场一

样赚到大钱。所以，面对理财投资中的高期望，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风险倾向。根据大数

定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意味着允许试验

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有可能赚到期望的投资回

报。

生活中最常见的、依靠大数定律来赚钱的其

实是保险行业。比如我们在网上购买电子产品的

时候，网站经常会向我们推销延长保修服务。比

如一台1000元的打印机， 多花50元可以延保1

年。如果你掌握了大数定律，就很容易想到，厂

家对这款打印机提供维修服务的预期成本，肯定

少于50元，否则就要赔钱了。

但有些时候，这种钱还必须得花。大家都

知道保险公司利润很高，假设一种人身意外险的

赔偿额度是100万，发生意外的概率是百万分之

一，那么预期损失就是1元钱，如果你花10元钱

来买，保险公司就能挣到10倍的利润，基本和开

赌场没什么区别。但你要知道，买这类保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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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当你遭受一些难以承受

的巨大损失时，帮你渡过难关。因为人身意外的

损失，是不能和一千元的打印机来比较的，这时

保险更多的是一个规避风险的理性工具。

第二个重点：中心极限定理

这个定理是概率学首席定理，我们可以这么

理解：假如你烧了一锅汤，想知道味道怎么样，

没必要把汤都喝光，只要尝一小勺就可以了，任

意一勺汤的味道绝不会相差很远。那中心极限定

理的含义就是，任意一个群体样本的平均值，都

会围绕在这个群体的整体平均值周围。我们对一

个基数庞大的群体做统计调查的时候，只要对其

中的一部分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能反映

整个群体的特点，而且抽样的数量越大，准确性

越高。

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我们开展调查统计

就变得简单方便了。如果我们掌握了某个群体的

具体信息，就能推理出从这个群体中正确抽取

的随机样本的情况。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有

一个城市同时在举办马拉松比赛和吃热狗大赛，

比赛前有一辆载满外国马拉松运动员的公交车不

见了，结果警察找到了一辆载满大胖子外国人的

公交车。由于语言不通，那警察只能根据经验来

判断。即使马拉松选手里面可能也有一两个略重

的，但是满车都是胖子不大可能。所以利用中心

极限定理不难推断出，警察很可能找错了车子。

当然这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如果换个场

景条件，找到的两辆车中，乘客有胖有瘦，该怎

么判断呢？这时候我们可以对车中乘客的体重

进行测量，计算他们体重分布的标准差，运用中

心极限定理，我们仍然能判断出哪辆车是我们要

找的。这是因为：马拉松运动员群体的体重标准

差是明显小于普通群体的，他们的体重分布更集

中。这也是中心极限定理的另一种运用，那就是

如果已知两个样本的基本特性，就能推理出这两

个样本是不是来自同一个群体。

第三个重点：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是我们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

比如开展问卷调查的时候，如果客户数量庞大，

根据前面说过的中心极限定理，只要在他们中间

抽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样本来填写问卷，就能达

到目的。这个选取代表性样本的过程就是随机抽

样。

所以，随机抽样只是看似简单，它的关键

在于“随机”这两个字。要做到随机，必须保证

每个对象被抽到的概率完全相等，这样抽样后的

样本才能代表整个对象群体。比方说我们想知道

100个玩具球中有多少红色球、多少蓝色球，只

要把它们放进一个袋子里，然后随机取出30个，

就能得到基本准确的颜色比例。但问题是，我们

开展调查时的对象是人，我们所关心的人口组成

远远要比一袋子玩具球要复杂。 如果不能保证相

关人口中的每个人，被选为样本的概率都相同，

作者就认为这样的抽样结果存在“偏见”，这样

有偏见的样本往往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四个重点：回归分析

在说回归分析之前，先来讲讲高尔顿发现的

“回归现象”——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父母高

的话，孩子也应该高，父母矮的话，孩子也应该

矮呀。但是实际测量的数据却不是这样的。整体

来看，孩子的身高其实都有一个逐步向人类平均

身高靠拢的现象，高尔顿将这种数据向总体平均

值靠拢的现象称为“均值回归”。

其实，高尔顿提出的概念，已经和成熟的统

计思想非常接近了。但是首次将这种思想用数学

公式表达出来的是他的学生卡尔.皮尔逊。

1895年，皮尔逊第一次在科学史上明确地阐

述了实验数值的随机性，而所有出现的观测值都



21

最新资讯

可能符合某种规律性。科学的目的，就是找到几

个指标来描述这种规律性。他告诉大家都别为自

己的实验误差纠结了，世界本来就是测不准的，

每次的实验结果都是随机出现的，至于怎么出现

有它自己的规律，科学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在于研

究具体数据，而在于发现这种规律性。这种思想

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就像是一枚重磅炸弹。

可以说，皮尔逊的统计思想颠覆了当时人

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人们开始认识到，万事万物

不见得一定是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相关关系，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实验结果的随

机性。这种事物间的相关性以及数据分布的随机

性，也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可，直到现在已经

深深地渗入到我们的曰常生活中了。

皮尔逊的思想虽然具有颠覆性，但由于他自

己的数学能力有限，有些概念和数学推导并不成

熟，后来皮尔逊的朋友戈赛特和费希尔重新定义

了一些统计概念，纠正了皮尔逊的一些错误。尤

其是费希尔，他在一般性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思想

上，提出了实验设计方法、方差分析法、回归分

析方法等。

其中回归分析方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统计

学方法，专门用来分析那些影响因素很多的复杂

问题。简单来说，回归分析就是通过一个已知的

现象，来找到未知的原因。它可以通过严格的数

学分析，复原出每种原因对结果的贡献比例。

举个例子，伦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经主

持过一项著名的“白厅”研究。医学家们发现，

英国政府里低级别的公务员，患上心脏病的概率

比他们的上司更高，白厅研究就是要找出这背后

的真实原因。这个研究显然不能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实现，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志愿者强行分配到各

个工作岗位工作几年，然后再看哪些人因公殉职

了。研究员只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数千名公

务员进行详细的数据采集，来比对各类导致心脏

病的可能因素。

比如说，低阶公务员的学历普遍偏低，会

不会是影响因素？烟民比例多呢？还是不能享受

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或者是加班多，锻炼时间

少？这些都是导致心脏病高发的变量，那么到底

哪一个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呢？这么庞杂的数据

里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显然会干扰研究员的

判断。这时候就要用到回归分析这个工具，它的

作用好比一个可以调节孔径的筛子，能在综合考

虑其他变量效果不变的情况下，把其中一个变量

的效果分离出来。

回归分析的数学过程比较复杂，好在现在

有了成熟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可以套用。我

们要做的，就是把多个变量的取样结果代入回归

方程式，计算结果就会显示出，我们关注的变量

和心脏病发病率的线性关系。通过统计推断，我

们就能知道这个变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发

病率。实验结果表明，造成心脏病高发的真正原

因，是对工作缺乏控制力和话语权。而这类存在

感较低的岗位，在低级别职位中更常见。现在，

“低控制力”已经成了一个 专有名词，专指那些

精神负担重、决策水平低的工作。

事实上，当前科学界绝大多数的研究结论都

是以回归分析作为基础的。尤其是回归分析软件

的普及，让建立模型和解析方程变得很简单。但

同时也要注意，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的工作，如

果我们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遗漏了变量，或者忽视

反面因素，回归分析就会得出危险的结论。

比如，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对12

万名女性开展了纵向调查，经过严格的回归分析

证实，定期摄入雌激素的女性， 突发心脏病的概

率只有其他女性的1/3。医学机构支持了这个观

点，医院开始定期为中老年妇女进行雌激素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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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治疗。然而后来的临床试验发现，补充雌激素

的副作用会导致乳腺癌和血栓病高发，这是科学

家们没有考虑到的重大疏漏。最终，因为接受雌

激素治疗而死亡的女性患者达到上万人。你看，

一旦出现变量遗漏，错误的回归分析结果甚至会

杀人。

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这

部分的重点是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与相关概念。统

计学就是基于问题，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读

数据的过程。它的产生起源于我们探索世界的需

要。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统计学的基本框架。

统计学的基本框架

我们所处的世界包含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

想全部观察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口普查不可

能年年搞，了解新药疗效也不可能让每个病人都

试一下，但是观察一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在统计学里，这个真实的世界或者我们想研究的

事物，被称为“总体”，而从总体找到一 部分

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就是找“样本”，统计学

就是帮助我们利用样本的信息来推测总体情况的

工具，也就是从局部到整体，从已知到未知的过

程。

当我们使用统计学的时候，一般有两种目

的。要么，是为了分析现有的样本数据，要么，

是估计未知的总体情况。根据不同的目的，统计

学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描述统计，一

部分是推论统计。

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可能不太好理解，我来给

你解释一下。简单说，描述统计其实就是处理样

本数据的过程，通过对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进行

整理，让这些数据能够直观简练地呈现出来，并

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客观依据；而推论统计则带

有猜测的成分，是从样本到总体的过程，通过整

理出来的样本数据信息来估计总体、预测未来。

可以说，这两种统计方法的功能不一样，描述统

计针对的是已知的样本，是当下；推论统计针对

的是未知的总体，是未来。

大面儿上了解了它们的区别，我再分别给你

举例说明一下。

我们先说“描述统计”。其实描述统计理解

起来并不复杂，它无非从几个角度来描述数据，

告诉我们数据整体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数据内部

分布是比较平均还是参差不齐，在某个具体的行

业或领域内跟其他数据横向相比处于什么样的水

平，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来看又处于怎样的水

平。 实际工作中当我们分析某个企业的薪酬水

平、某国的GDP数据时，基本就是从这些维度思

考的。

描述统计虽然是一种处理数据的方法，但

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同样指导着我们的工作和生

活。比如，我们有时会听到“用户画像”这样

一个概念，是不是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其实它本

质上就是一种描述统计。数据团队在制作“用户

画像”的过程中，首先会根据需要选取关键的指

标或者维度，然后收集各个维度的数据或相关信

息，比如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产品使用频率

等，这就是一个计算平均值的过程； 最后将这些

信息整理，抽象出一个用户的信息全貌，给用户

贴标签，这个过程就是把各个指标的平均值综合

起来然后用文字描述出来。当然具体的操作要比

这些复杂得多，但其本质并没有区别，只不过描

述统计处理的是数据，而用户画像有可能处理的

是文字而已。

了解了描述统计的含义和功能，我们再来说

说“推论统计”。

前面我们提到，推论统计本质上就是用样本

信息推测总体情况，利用已知信息去估计未知的

过程，这其中含有“猜”的成分，既然是“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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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存在如何判断猜得准不准的问题。因此在

统计教材中，这部分章节涉及大量的统计方法和

计算公式，还有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让很多人

头痛不已。然而无论是使用什么分析方 法，本

质上都不外乎是这么两种思路，那就是“参数估

计”和“假设检验”。

所谓的“参数估计”，就是直接从样本出

发，利用样本计算出的数据来估计总体情况，它

又分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两种，简单来讲就是你

在估计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还是一个数

值范围。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被估

计”，每当你刚浏览完某个产品的信息，紧接着

平台 就会给你推荐一大堆相关产品。但细心的

话，你可能会发现虽然买的是同样的东西，但不

同的平台随后给你推荐的产品却不太一样。这是

因为，他们抓取的样本数据或者具体算法不同，

但背后的统计思想并没有差别，无外乎用现有的

大多数人的样本数据来预测你的偏好。

除了“参数估计”，推论统计里，还有一种

重要的方法就是“假设检验”。简单来说，“假

设检验”就是从总体出发，先对总体情况提出一

个假设，称之为“零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收集

数据，将收集到的数据跟这个零假设进行比较，

看看之前的差异大不大，大到什么程度才能认为

实验方法是有效的。其实“假设检验”的思路跟

我们生活中的目标管理很像，先定目标，执行完

后看看目标是否达成。这个分析方法，在学术研

究领域，是非常常见的。当然科学家们做的“假

设检验”要比 这复杂严谨得多，但基本思路就是

这么简单。

现在假设检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科

学教育中，并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常规思考方

式，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发表科学论文的时

候，基本都会用到这种思路。通常“零假设”都

是一些通过多次验证的共识性的结论，想要推翻

它可不容易，而科学研究就是一步一步地、小心

翼翼地在试图推翻“零假设”的过程。最后，我

们来讲讲大数据时代的统计革命。

大数据时代的统计革命

到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让我们

能够很容易获得整体的数据，统计学这个从样本

来估计整体的学科，还有那么大的价值吗？统计

学是通过”概率”和“相关”来认识世界的，但

谁能保证这是绝对正确的呢？概率这种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真的存在吗？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真

的正确吗？如果这一点没法确认，那大数据会不

会带来另一场认知革命？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又

会经历怎样的变革？

最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科学原理

之上的，进入到大数据时代，转变自己对周围世

界的认知方式非常重要。所以，掌握一些基本的

统计学知识，刻意挑战一下自己对世界的直观感

性认识，培养理性判断的能力，会对我们很有帮

助。我们未必都要把自己变成科学家，但要尽量

让自己具备科学家式的思维方式，这会让我们在

做关键判断的时候游刃有余。

来源：https://www.afenxi.com/63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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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数 据 及 其 衍 生 技 术 在

最近几年时间里成为了一门被

市场和大众热烈追捧的“新概

念”和“新课题”。各种关于

大数据的研讨及其应用层出不

穷：“大数据风控”、“大数

据扶贫”、“大数据城镇”等

种种新词汇在各类媒体平台上

不断刷洗着读者的眼球，同时

也激发了人们对大数据所代表

的某种“无所不能”的巨大憧

憬。

对于金融行业和金融研究

领域，“大数据金融”仿佛成

为了一门新兴学科，业界期望

这样的“跨界整合”，会给金

融行业和金融学术研究开创新

纪元。

大数据不是“门外的陌生

人”

其实，对于金融研究领域

的从业者而言，大数据技术早

就融入进了绝大部分研究者的

日常工作当中。

如果只停留在对大数据字

面意义的理解来分类，所有的

金融实证研究例如应用型金融

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等，

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引入了对海

量数据的统计分析技术。最著

名的案例包括尤金·法玛和肯

尼斯·弗伦奇教授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一系列关于市

场风险溢价因子的研究论文，

后来对于资产组合管理理论以

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因子理

论模型的提出，都是基于对美

国和当时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

证券市场过去几十年的交易数

据深度统计研究的结果上获得

的。更不要说当代关于市场微

观结构的理论文献，每一项成

果的背后无不凝聚着对高达十

几甚至上百千兆字节海量高频

行情和交易数据深度挖掘而归

纳出的智慧结晶。所以传统的

大数据应用对于金融理论研究

领域来讲，其实并不属于门外

的陌生人。

但是如果我们只着重拓展

传统意义的大数据在金融上的

应有，就会制约和束缚金融研

究的创新和发展。大多数人对

于大数据的理解停留在了它是

“海量数据”这么一种直观感

性的认识基础上。如果从事金

融研究的专家学者，把思维桎

大数据金融，这个“跨界整合”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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梏在了这一狭隘的眼界上，那

么他所做的研究则会在创新的

道路上越走越窄。例如现在的

某些金融研究论文或者金融理

论模型的改进，动辄就要采用

上百千兆字节的数据，对于一

个溢价因子重要性的佐证，要

调动全世界全市场的数据来统

计。资源和精力的损耗不说，

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以及贡献度

和他所付出努力也不成正比。

大数据的概念，并不能仅

仅局限在突出数据的“多且海

量”这一个方面的特征，其实

它也需要囊括对数据“新且多

元”的这么一层深刻理解。针

对金融行业以及金融研究领域

的大数据应用上，更应该强调

它“新且多元”的一面。

过往我们所熟悉的金融研

究文献，它需要搜集采纳的数

据一般就是金融资产的市场交

易数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创新型金融研究理论和模型的

研发，已经跳出了对传统交易

数据的唯一路径依赖，而采用

了多样化的数据来源和格式，

例如卫星影像数据、互联网搜

索数据、人脸识别数据、图像

声纹数据、媒体文本数据和社

交通讯数据等。

“新且多元”的大数据，

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改变了金融

行业的从业生态和重塑了金融

研究的实践思维。

“新且多元”的大数据

金 融 场 景 结 合 “ 新 且 多

元”的大数据实践应用，最具

有幽默感的案例之一，就是本

世纪初几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财经记者，对时任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公文包

厚度和联储加息相关性研究的

分析报道。他们发现了一个规

律，但凡格林斯潘的公文包是

鼓的，很厚，联储当日或者当

季的加息决定可能性就很大，

从而会影响一系列市场金融产

品的价格和大盘走势。这一指

标，后来也被学界定义为“格

林斯潘公文包”指标。它突破

了当时研究美国股票市场溢价

因子和利率市场期限结构对传

统数据源的依赖思维，而且研

究成果也具备相当的说服力和

显著性。

再例如美国诺特丹大学著

名华人学者笪治、高芃杰以及

约瑟夫三位教授，在2010年

发表在国际顶级金融研究学术

期刊上的文章，就将金融资产

定价理论研究结合了谷歌互联

网搜索热度指数，并且成功验

证了二者之间有效关系的显著

性。笪治教授将社会大众对于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罗素3000指成分股）在谷

歌上的搜索频率做成了“热搜

指数”（SVI），通过统计回

归，发现“热搜指数”不仅仅

对预测股票在短期内高额回报

有相当大的显著性，对于股票

长期的价值回归也具备统计有

效的预判性，他们的究结果同

时也适用于新上市的次新股。

与此类似，我和同事发表

在2018年金融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的文章，将新闻报道的历史文

本数据做成了“舆情指标”，

并且通过研究发现了市场化运

作的财经媒体所报道的“舆情

指标”，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

股票回报率和高管层替换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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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都具有显著且有效的相

关性。

“新且多元”的大数据，

目前不仅仅成为了金融研究理

论突破的重要资源，对于不同

场景中的金融实践，也开始慢

慢承担起了商业战略决策不可

或缺的论证依据。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14年

的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一家高科

技数据分析公司，该公司专门

向金融市场和机构提供各种各

样的另类数据和分析报告，并

帮助用户通过这些报告在金融

市场实践操作中获取了不菲的

投资回报。他们提供的数据和

应用场景，包括通过商业卫星

对地球测绘扫描的图像，获得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实体店门口

停车场占用率数据，并且将该

数据时间序列化后比对过往沃

尔玛公司的盈利情况，从而能

主动预测下一季度沃尔玛公司

的财务公告。同时他们建议投

资者根据结论提前交易布局，

获得盈利。再者，同样是利

用卫星的地球测绘光谱成像数

据，获得美国农业产区各类农

产品生长要素（水源，气候，

灾害等）的变化数据，根据数

据来判断农产品现货市场的真

实供需关系，帮助贸易商和期

货投资者交易决策做出科学判

断。

大 数 据 对 金 融 监 管 和 风

险防范的应用，也不断地刷新

着人们思想创新意识的边界高

度。

大数据征信技术就是当前

在金融监管领域属于前瞻性的

课题。传统的征信模型往往依

赖的数据源比较单一，除了个

人在不同商业银行过往的贷款

信用记录，就是一些水、电、

煤气、网络或者手机的欠费记

录。这些数据不能完整地表现

出企业或者个人的信用曲线，

依据这些数据所做的征信结

论，往往偏向事后风险管理，

对事前、事中的风控指导意义

并不是很大。

但 是 如 果 可 以 引 进 能 从

不同角度反应企业或者个人的

“新且多元”的大数据，则能

给整个征信工作带来全新的改

变。例如，很多征信模型开始

引入社交软件的通讯数据，模

型将根据用户平时社交聊天的

关键词，来判断一个人对于诚

信问题的态度，同时结合各种

媒体过往的文本信息，去系统

性追溯被征信人过去是否在不

同城市和地点有过信用污点的

报道和司法纠纷（中国目前对

个人出境旅游是否产生有损国

格的行为以及乘坐高铁是否有

影响行车安全的记录，都是以

文本信息的形式存在），最后

人脸数据和识别技术可以帮助

金融机构科学地判断拟授信人

和被征信人是否一致等。这样

大数据征信，不仅可以帮助金

融监管机构动态地掌握被征信

人实时信用状况，同时也把征

信工作从事后风险管理，推向

了事前、事中的风险预防，从

而大幅度降低整体社会的金融

风险。

可预见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各类

“新且多元”的大数据应用结

合金融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同

场景，他们会摩擦出各式各样

的创意火花和成果。但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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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也存在一些可预见的

问题和挑战。

从 大 数 据 金 融 应 用 实 践

的角度看，目前社会争论比集

中的地方是关于大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技术垄断和滥

用等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本

质根源，总结起来，是可以归

纳为当前大数据行业高速变革

的社会需求和针对大数据的立

法司法工作进度不匹配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目前全世界的法

律都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源的产

权归属问题（数据归谁），制

造数据的社会实体（自然人或

者法人）和实现数据交换的平

台，以及通过数据交换过程中

新衍生的数据，三者之间的法

律定位和隶属关系远达不到有

法可依的程度。对大数据垄断

和滥用行为界定缺乏足够的法

源法理依据，这部分的法律空

白将会导致大数据寡头垄断以

及竞争不充分等一系列后续发

展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要是

针对大数据行业发展的立法过

于超前，也将会遏制该行业未

来的创新能力。所以这方面的

挑战确实是摆在政府面前需要

谨慎处理的难题。

另 一 方 面 的 问 题 和 挑 战

是关于大数据技术结合未来金

融理论研究发展的路径选择。

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大数据的

“数据格式”和处理该数据的

统计模型存在一定的不匹配，

以及对于数据应用的原理缺乏

严谨科学的理论认证。就像我

们前面所说的，大数据目前能

展现的格式多种多样，有传统

的数字格式，也有图像格式、

音频格式、文字格式等等。但

是目前的金融统计模型只能处

理传统的以数字格式出现的数

据。研究界对于非数字格式

出现的数据，缺乏一种科学的

处理方案，最常用的手段就是

把非数字格式的数据简单的数

字化，例如对互联网和媒体的

关键词数据进行频率化处理，

来表达一种“多或者少”以及

“有或者无”的统计。在这处

理过程中，会出现数据的扭曲

和失真问题，加上作者对数据

的解读会具有一定任意性和误

导，从而让整个研究的成果或

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当

然出现这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

主流的金融统计模型，还不具

备处理表现格式多样化的大数

据能力。直白地说，现在没有

一个统计回归模型能直接处理

图像、音频和文字数据的功

能，这方面基础研究的不足，

已经制约了大数据在金融领域

里面的实践应用。

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对各类

大数据“能不能用”、“为什

么能用”、“如何应用”等问

题作出系统性的解答，这样才

能明确大数据和金融应用与理

论探索的道路。

来源：金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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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被写入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而这一问题也得

到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如何通

过创新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不少代表委员

都提出了建议，而如何通过大

数据等企业无形资产来帮助中

小企业融资，成了不少代表委

员关注的焦点。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而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各

方的密切关注。如何通过创新

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出

了建议，而如何通过大数据等

企业无形资产来帮助中小企业

融资，成了不少代表委员关注

的焦点。

让大数据信息为中小企业

担保

“ 中 小 企 业 贷 款 很 贵 很

难，因为担保抵押品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建议，政

府引导，发动社会力量，以大

数据信用信息作为基础，打造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小微企业信

息共享平台，形成小微企业的

“虚拟担保品”。“如果有足

够多的担保品，金融机构放款

就不用过于担心坏账问题，

就能增加对中小企业放款的意

愿，给予其支持。”

“ 我 们 希 望 让 大 数 据 成

为企业融资的‘代言人’、金

融机构的‘风控师’、银企对

接的‘加速器’。”全国人大

代表、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帆

说，他们已经在开始探索运用

大数据助推民营企业小微企业

融资。

杨 帆 介 绍 ， 该 局 牵 头 建

成了重庆市融资大数据服务平

台 —— 渝 快 融 ， 重 点 为 民 营

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开展融资

服务，于今年1月17日上线运

行。平台汇聚了重庆市26个市

级部门及单位的105类、1242

项、2200万条涉企数据，平台

由融资专题数据库、数据安全

运行区、融资撮合平台、系统

展示门户组成，实现“涉企数

据一库出”。

“企业申请贷款不用一家

家银行跑，只需要在平台上提

出申请，平台会自动收集相关

数据提供给银行，银行精算模

型根据我们提供的数据就能评

估出企业是否符合他们的贷款

标准。”杨帆说，目前他们已

整合8家金融机构及2家金融服

务平台，并可全面展示融资相

关政策、金融产品、行业情况

等综合信息。上线一个多月，

申请融资的成功率达到95%，

融资额已达3.32亿元，3月有

让大数据成为银企对接“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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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突破10亿元。

多种模式创新挖掘企业无

形资产

 “我们借鉴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的模式，建立了全国首个

商业价值评价体系，挖掘企业

无形资产，弥补企业资产轻的

短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陈金山介绍，他们通

过多渠道集成涉企数据，如水

电气、社保、税收等部门的权

威数据，多维度分析企业的发

展状况。

陈 金 山 说 ， 他 们 与 金 融

机构共同制定了中小企业商业

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只要输入

涉企数据，模型会自动计算企

业的商业价值得分。通过一个

标准衡量企业商业价值，并进

行等级划分，合作银行可以按

照自行设计的商业价值授信标

准，在总体偏离度不超过25%

的原则下对企业灵活授信。只

要符合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条件

的企业，原则上均可获得300

万元以内的纯信用贷款。

自今年1月中旬正式启动

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工作以来，

截至3月8日，在重庆市商业价

值信用贷款管理平台注册的企

业接近1400家，审核通过的企

业400余家，7家合作银行已为

5个试点区县90余家企业发放

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约1.7亿元。

同 样 是 重 庆 率 先 在 全 国

推出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截

至今年2月底，已通过合作银

行向721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

17.27亿元，其中发放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8.92亿元、叠加发

放商业贷款8.35亿元。该模式

依托“商业大数据应用+知识

价值软件化评估”建立评价体

系，以企业知识产权为核心，

包括研发投入、人才团队、

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等创新要

素共同参与评价，由软件系统

自动生成科技型企业的评价结

果，有五个信用等级，对应不

同的推荐授信额度，最高额度

今年将从300万元提升到500万

元。从目前试点的情况来看，

银行贷款执行基准利率，较传

统商业信用贷款，科技型企业

的融资成本降低了约50%，部

分缓解了融资贵的问题。

“ 这 是 各 个 部 门 利 用 大

数据解决融资难题的初步探

索。”杨帆也表示，如何让大

数据更好更可靠更便捷地为企

业融资服务，还需要不断拓展

融资主题数据库的数据汇聚能

力、不断提升融资大数据的分

析治理能力、不断扩展融资服

务领域及应用场景。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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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G将真正打开万物

互联的时代，在剧变前夜，各

个行业，各个国家都在暗流涌

动，拿中兴华为事件来说，表

面是海外对我国产信息设备的

攻击，实质还是怕未来本国的

大数据流控制在这些设备上。

随着5G建设在国内即将

全面展开，市场对5G设备供应

商倾注了美好的憧憬，基站，

天线，射频，滤波......一大批

相关概念股你方唱罢我登场，

炒得好不热闹，然而5G的本质

是什么？和4G最大的区别在哪

里？没错，就在于速度，高速

率是5G最大特点。据财富家了

解，其速率最高能达到10Gb/

s,是4G的100倍，有了这么快

的速度，那下游需要海量数据

支持的AR增强现实，VR虚拟

现实，4K8K高清，无人驾驶，

全息投影，智慧家居等等新兴

行业也会随着5G爆发，其产生

的数据量非常可观，而这些爆

发的数据一定需要与之对应的

数据中心计算与存储，这个增

量才是5G最大的看点。而传

统认知的基站，天线等，根据

三家运营商的一些公开报导来

看，至多也就是4G投资的1.5

倍左右。

　5G带来对信息处理的方

式是颠覆性的，由于传输速率

与时延，以前像手机这样的终

端设备只能依靠本机的硬盘与

芯片去存储与运算数据，而未

来速率的百倍提升后，终端就

是一个接收设备，天量的数据

和计算都交给“云“去运行即

可，云就是数据中心，云在就

是5G时代的大脑中枢。

马 云 在 早 前 就 说 过 ， 我

们正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大

数据时代。目前，阿里云在整

个阿里集团的框架里，已经取

代传统的电商处在最核心的地

位，这是阿里迎接5G来临数据

爆发时代的基础，我们从数据

港的一些公告就已经看出，阿

里云在数据中心的投入正在不

断加速。而像传统企业沙钢股

份也237亿巨资欲收购苏州卿

峰进军IDC大数据中心。资本

绝不会说谎，真金白银的投入

更具说服力，再拿一则通信运

营商的公开新闻来看，2018年

9月，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宣布

将投资220亿元，在成都高新东

区建立中国电信西部大数据中

心，全部建成后将拥有机架达5

万个。值得关注的是，这还仅

是一个电信的四川分公司!那全

国呢？还有移动联通呢？

5G将真正打开万物互联

的时代，在剧变前夜，各个行

业，各个国家都在暗流涌动，

拿中兴华为事件来说，表面是

海外对我国产信息设备的攻

击，实质还是怕未来本国的大

数据流控制在这些设备上。因

此，5G后端储存计算处理数据

的数据中心未来一定需要是各

国自主可控的，我们也认识到

了这点，国内相关机构也在大

力布局，比如今年3月，上市

公司中科曙光参与的中科院安

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在

江苏昆山就已经正式启动，目

标是瞄准千亿级信息技术产业

集群。财富家认为，随着5G的

加速推进，数据中心将成为这

一轮淘金热的卖铲者，必将成

为最大的受益者。

来源：大摩风云

为什么说数据中心是5G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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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如 果 数 据 收 集 在

2018年让人们明白一件事的

话，那就是使用数据的公司与

商业模式依赖数据利用的公司

之间存在一条明显而深刻的界

线。由于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

露事件，Facebook公司需要向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支付数十

亿美元的罚款。而现在是企业

评估如何处理数据的时候了。

如果数据收集在2018年

让人们明白一件事的话，那就

是使用数据的公司与商业模式

依赖数据利用的公司之间存在

一条明显而深刻的界线。由于

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事件，

Facebook公司需要向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支付数十亿美元的

罚款。而现在是企业评估如何

处理数据的时候了。

NewVantagePartners公

司最近的调查发现，企业正在

加大对大数据和分析计划的投

入。事实上，55%的受访企

业表示他们的投资超过5000

万美元。与此同时，很多公

司通过不透明和不道德的方

式收集更多的消费者数据。

最近，谷歌公司因其采用的

ScreenwiseMeterapp受到用

户抨击，这是由于该公司通过

VPN监控和分析用户流量和数

据。在此之后，该应用程序因

违反隐私规则而在AppleiOS上

被禁用，但却在VPN隐私问题

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谷

歌公司从未透露其NestSecure

家庭解决方案，但却表示，这

不应该是一个秘密。

如 今 ， 消 费 者 的 数 据 意

识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

此，他们采取了更多的预防措

施，允许共享他们的数据。这

些数据提供了明确的业务价

值，但这取决于组织理解和认

识潜在的道德影响。

那 么 ， 如 何 能 够 倡 导 更

多公司合理使用道德数据，与

那些业务模式依赖于利用甚至

销售数据的公司区分开呢？首

先，需要了解成功完成数据收

集的案例。毕竟，成为数据需

求型的公司并不一定采用不当

的做法。以波音747飞机的起

落为例。它可以在每次着陆时

生成4TB的传感器数据，并使

用这些数据来提高安全性，降

低维护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减

少行程延误。2018年，曾经建

造胡佛水坝和英吉利海峡隧道

的工程商Bechtel公司通过利

用专有数据来更快地检查工地

情况，并减少了起草计划的时

间，从而颠覆更新技术。货运

商PittOhio公司利用其历史数

据和预测分析将准确率提高到

99%，同时增加收入，并降低

客户流失的风险。

专业人士了解数据管理的

复杂性。现在是让企业决策者

对他们在确保适当监督方面的

作用负责的时候了。以下是组

织在负责任的数据管理方面应

优先考虑的三种解决方案：

1.合规性

大数据是大问题？组织需要为数据管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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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盟GDPR法规的生

效，企业在理论上应该有适当

的操作程序，以确保业务符合

法规要求。然而，截至2018年

12月，国际隐私专业人员协会

（IAPP）发现，不到50%的受

访者的业务符合GDPR法规。

GDPR法规将继续实施，

而一些企业可能并没有欧盟国

家的客户或合同，重要的是要

记住GDPR法规适用于公民，

而不是组织。专家预测，“被

遗忘的权利”将成为一种更为

普遍的原则，并且在数据所有

权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个人自

主权。随着加利福尼亚的数字

隐私法案现在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其他州可能也会效仿。

　　

　　组织需要确保不仅符

合法规要求，而且还要符合预

期的法规监管，这是确保组织

正确处理其内部数据的一种有

效而简单的方法。这样的做法

无疑会带来长期利益，从而消

除了确保组织保持合规所需的

时间和资源。

2.良好的数据

消费者意识到生产大量数

据的价值。虽然推进人工智能

及其使用案例继续使公众不断

分化，消费者将希望企业和组

织在数据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

用，以实现良好的建模。

如今，道德的加权重要性

与首席数据官（CDO）角色交

织在一起。调研机构Gartner公

司最近的首席数据官（CDO）

调查发现，作为其职责的一

部分，2017年的首席数据官

（CDO）的数量与2016年相

比增加了10%。首席数据官

（CDO）角色的这种道德扩展

表明，企业应该询问自己应该

经常做什么。

企 业 决 定 如 何 以 道 德 的

方式管理自己的数据与识别具

有相同标准的业务合作伙伴和

客户同样重要。寻找目标与数

据有关的组织将寻找数据类型

或数字影响等良好的计划，这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此外，还

有许多数据和分析供应商提供

内部数据以实现良好的计划。

例如，Salesforce公司通过其

1-1-1模型支持慈善和环境事

业，Teradata公司支持社会服

务事业，它在数据计划方面做

得很好

3.有效的创新

如今，人们处于利用人工

智能实现其强大用途的前沿。

随着美国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投资，正在强化信息，并希

望采用人工智能解决一些最复

杂的问题。

但是目前，人们对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仍然存在一些困

惑和误解。从表面上看，人们

了解这些技术可以做什么，但

不一定了解是如何做的。尽管

有些人可能会忽略人工智能的

概念解释，但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要使人工智能发挥最大的

作用，必须努力实现其可解释

性。

如今必须深入研究的是数

据的算法和途径，这将有助于

了解如何得出结论和结果。而

人工智能存在于用户的个人生

活和职业生涯中，帮助他们理

解它正在做的事情。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意味着简单的图片和

解释，这样人们可以理解和信

任他们的人工智能工作过程。

组织需要负责任地收集数

据，并使用图形技术等创新解

决方案是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可

解释性和结果的关键因素。以

这种方式进行人工智能解释可

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为组织、

客户和监管机构带来透明度。

作 为 大 数 据 和 分 析 行 业

的参与者，人们必须倡导更智

能、更安全的数据需求型公

司。在监管机构强制要求之

前，必须鼓励并期望企业参

与，并促进负责任的数据收集

和管理。人们收集的数据的影

响范围广泛，再也不能忽视不

断变化的潮流。

来源：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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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使市场不断出现新的业态，各

种利用互联网为平台出现的新

的经营模式更是会对现有的市

场规范作出挑战。大数据“杀

熟”已经成为电商经营中一个

引人关注的现象，法学界、理

论界、监管层对这一现象应该

深入研究探讨，及时解决现实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营造

良好的网上消费环境。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市场

不断出现新的业态，各种利用

互联网为平台出现的新的经营

模式更是会对现有的市场规范

作出挑战。大数据“杀熟”已

经成为电商经营中一个引人关

注的现象，法学界、理论界、

监管层对这一现象应该深入研

究探讨，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共同营造良好的

网上消费环境。

北京市消协3月27日对外

公布大数据“杀熟”问题的

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

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

据“杀熟”现象很普遍，过半

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

“杀熟”的经历。北京市消协

就此提出，为了引导和督促互

联网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合理

合法运用大数据技术，避免过

度和非法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影响互联网经济健康稳定发

展，建议尽快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相应的大数据网上监管平

台。

大数据是在互联网充分发

展后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进

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都与网络建立起了密切

而广泛的联系，各种活动都可

以在网络上留下痕迹，从而在

网上形成了庞大的数据库。政

府利用大数据可以更有效地进

行社会管理，企业则可以利用

大数据更有效地寻找到目标客

户，实现精准营销，甚至可以

从中挖掘出企业的业务拓展方

向。但是，一些电商企业在掌

握了大数据技术后，却出现了

利用其“杀熟”的现象，一些

电商企业的老客户在向同一电

商继续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其

支付的价格反而高于新客户。

在传统的市场交易中，商

家对于老客户只可能以更低的

价格和更优质的服务来粘住他

们。但是在电商经营中，尽管

商家对留住老客户也很重视，

却可以以更高价格来“忽悠”

老客户。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

得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电

商利用了自己对互联网技术的

优势和消费者对互联网技术的

相对劣势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

空当，电商剥夺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大数据“杀熟”依赖的

大数据“杀熟”泛滥 法规建设要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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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关电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在信息享受上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欺

瞒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不诚信行为，理应受到监管。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能够就大数

据“杀熟”现象展开调查并对

一些电商公开点名批评，体现

了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高度的

责任心，这种积极态度应当得

到肯定。

但是，从市场实际的情况

来看，有关大数据“杀熟”的

形式五花八门，即便有消费者

指控电商有“杀熟”行为，也

很难举证和核实，这使市场上

围绕大数据“杀熟”出现了一

定的争议。

这种情况说明，在发展迅

速的互联网市场面前，对通过

互联网进行交易的行为规范还

存在管理盲区，从而对同样的

一件事物，在监管者、消费者

和经营者三者之间出现了不同

看法。对于一些电商存在的大

数据“杀熟”行为，消费者以

自己的切身感受认为不公平，

但电商却认为很正常，甚至认

为自己推出的一些经营手段是

市场创新，从而产生分歧。从

网上的反映看，即便大家都承

认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

但对这种行为应该如何评价也

有不同意见。

围 绕 着 大 数 据 “ 杀 熟 ”

出现的争议，反映出的现实是

我国法律法规的建设落后于电

商经营快速发展的现实。《电

子商务法》从今年开始生效

执行，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条

例，还不能用来规范这种大

数据“杀熟”行为。从目前来

看，当务之急是要明确对大数

据“杀熟”的判断标准，将这

种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

由于每个消费者之间存在天然

的隔离，经营者所掌握的算法

多种多样，导致大数据“杀

熟”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但

既然这种行为确实损害了消费

者利益，引起了消费者的普遍

不满，法律就不能对此“坐

视”。既然目前围绕着大数据

“杀熟”存在争议，相关企业

极力否认，那么法律对此作出

明确规范更有必要，这既是为

了让监管部门有法可依，对电

商企业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市场

不断出现新的业态，各种利用

互联网为平台出现的新的经营

模式更是会对现有的市场规范

作出挑战。大数据“杀熟”已

经成为电商经营中一个引人关

注的现象，法学界、理论界、

监管层对这一现象应该深入研

究探讨，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共同营造良好的

网上消费环境。

来源：中新网



35

最新资讯

摘要： 近日，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在2019年3月17日再度

升级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将以

欧比特卫星大数据交易平台建

设为典范，联合垂直行业龙头

企业建设200个单品种数据交

易分中心，共同驱动数据要素

跨行业、跨地域有序流通，支

撑大数据“深化”应用，服务

我国“数据强国”建设。

      近日，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在2019年3月17日再度升

级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将以欧

比特卫星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

为典范，联合垂直行业龙头企

业建设200个单品种数据交易

分中心，共同驱动数据要素跨

行业、跨地域有序流通，支撑

大数据“深化”应用，服务我

国“数据强国”建设。

欧比特卫星大数据交易平

台在2018数博会上正式亮相，

运营尚且不足一年，却呈现

出迅猛的发展姿态。该平台由

大数据交易所与欧比特宇航共

建，是单品种数据交易分中心

建设的第一个试点。该平台目

前提供“贵阳一号”、OVS-

1A、OHS-01等7个卫星，

0.98、1.98、10三种分辨率的

卫星数据，未来每年还将接入

欧比特宇航7000TB高质量、

高时空的海量卫星数据。这些

卫星数据一经上线，当即受到

众多会员热捧，开始广泛应用

于智慧城市、精准农业等诸多

领域，潜在价值逐渐被释放出

来。

受此启发，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在2019年3月17日再度升

级发展战略，精准聚焦“一平

台三中心”，其中明确提出按

照欧比特卫星数据交易平台建

设模式，联合垂直行业龙头企

业建设200个单品种数据交易

分中心，驱动单品种产业数据

流通，服务单品种产业健康发

展，助力相关大数据应用，释

放单品种数据价值。

共 建 企 业 将 从 贵 阳 大 数

据交易所会员中筛选，拥有单

品种数据源者加分。目前，大

数据交易所已发展泰康人寿、

宝武集团、中国联通、海尔集

团等2000多家会员，其中不

少会员本身就是垂直行业龙头

企业，而且上市公司居多。同

时，大数据交易所还会根据实

际情况，定向发展一批垂直行

业领头企业，共同释放行业数

据红利。

来源：经济参考报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再度升级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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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数 据 怎 么 样 才 能

对人有用？人们整天都在讨论

大数据，其实数据本身并不是

有用的，必须要经过一定的处

理。例如你每天跑步带个手

环收集的也是数据，网上这

么多网站也是数据，简称为

Data，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

作用，但是数据里面包含一

些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信息

（Information），数据杂乱无

章，只有经过了梳理和清洗，

才能够称为信息。信息里面包

含了很多规律，我们需要从众

多信息中将规律总结出来，才

能称为知识，知识才能改变命

运。

     数据怎么样才能对人

有用？人们整天都在讨论大数

据，其实数据本身并不是有

用的，必须要经过一定的处

理。例如你每天跑步带个手

环收集的也是数据，网上这

么多网站也是数据，简称为

Data，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

作用，但是数据里面包含一

些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信息

（Information），数据杂乱无

章，只有经过了梳理和清洗，

才能够称为信息。信息里面包

含了很多规律，我们需要从众

多信息中将规律总结出来，才

能称为知识，知识才能改变命

运。

信息是很多的，但是很多

人看到了信息相当于白看，但

是有人就能从信息中看到了电

商的未来，有人看到了直播的

未来，所以人家就牛了，如果

没有从信息中提取出知识，天

天只知道刷朋友圈，也只能在

如今互联网滚滚大潮中做个看

客。有了知识，然后利用这些

知识去应用于实践，有的人就

会做得非常好，这个东西叫做

智慧Intelligence。有知识并不

一定有智慧，很多学者很有知

识，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从各

个角度分析的头头是道，但一

到实践就歇菜，并不能转化成

为真正的智慧。而很多的创业

家之所以伟大，就是通过获得

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最后做成

了很大的生意。

1.数据如何升华为智慧

数据的处理分五个步骤，

全部完成了才最后才会升华智

慧。

第 一 个 步 骤 ： 数 据 的 收

集。首先得有数据，数据的收

集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

拿（Pull），专业点的叫爬取

或者抓取，常见的搜索引擎就

是这么干的，它把网上的信息

都下载到它的数据中心，然后

被你搜索出来。比如你去搜索

的时候，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为什么会在搜索引擎

的公司里面呢，就是因为他把

这个数据都爬下来了，但是你

一点链接，点出来这个网站就

不在搜索引擎它们公司了。比

如说搜狐有个新闻，你拿百度

搜出来，你不点的时候，那一

页在百度数据中心，一点出来

大数据拥抱云计算：让数据升华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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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页就跳转到搜狐的数据中

心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推

送，有很多终端可以帮我收集

数据，比如说智能手环，可以

将你每天跑步的数据，血压的

数据，心跳的数据都上传到数

据中心里面。

第 二 个 步 骤 是 数 据 的 传

输。常见的会通过队列方式进

行，数据量实在是太大了，数

据必须经过处理才会有用，但

是系统处理不过来，只好排排

队，一条条地处理。

第 三 个 步 骤 是 数 据 的 存

储。现在数据就是Money，

掌握了数据就相当于掌握了金

钱。要不然你看购物网站怎么

知道你想买什么呢？就是因为

它有你历史的交易信息，然后

通过这个信息分析出你的购物

习惯。

第 四 个 步 骤 是 数 据 的 处

理和分析。上面存储的数据是

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多是杂乱

的，还有很多垃圾数据，因而

需要清洗和过滤。对于整理过

的数据，就可以进行分析，从

而对数据进行归类，或者发现

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著

名的啤酒和纸尿布的故事，就

是通过对人们的购买数据进行

比对分析，发现了男人在买尿

布的时候，会同时想要购买啤

酒，这样就发现了啤酒和尿

布之间的对应关系，掌握了规

律，然后应用到实践中，将啤

酒和尿布的柜台放到一起，这

就是一种智慧。

第 五 个 步 骤 就 是 对 于 数

据的检索和挖掘。检索就是搜

索，俗话说外事不决问谷歌，

内事不决问百度。两大搜索引

擎都是将分析归纳后的数据放

入搜索引擎，从而方便人们找

到想要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

挖掘，搜索出来的信息还需要

从中挖掘出相互的关系。例如

财经检索，当搜索某个公司股

票的时候，该公司的管理层是

不是也应该被挖掘出来？如果

仅仅搜索出这个公司的股票涨

的特别好，你就去买了，结果

第二天就跌了，这不坑人么？

所以通过各种算法挖掘数据中

的关系，形成知识数据库，十

分重要。

2.大数据拥抱云计算

数 据 分 析 是 一 项 很 有 意

思的技术，其功能就是帮我们

梳理数据，存储信息，并从信

息中总结规律。当数据量很小

的时候，几台机器就能分析并

解决问题。但是，慢慢的当数

据量越来越大，大到最强的超

级计算机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

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就要聚

合多台机器的力量，也就是使

用云计算的力量。

对于数据的收集，以物联

网为例，外面部署这成千上亿

的检测设备，将大量的温度，

湿度，PH值，PM2.5等等数据

统统收集上来，对于网页的搜

索引擎来讲，需要将整个互联

网所有的网页都下载下来，这

显然一台服务器做不到，需要

多台服务器组成分布式系统，

每台机器下载一部分，同时工

作，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

海量的网页下载完毕。

对于数据的传输，一个内

存里面的队列肯定会被大量的

数据挤爆，于是就产生了基于

存储系统的分布式队列，这样

的队列可以多台服务器同时传

输，随你数据量多大，只要我

的队伍足够多，队列足够粗，

就能够撑得住。

对 于 数 据 的 存 储 也 是 一

样，一台服务器的文件系统肯

定是放不下了，那我们就做一

个很大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来做

这件事情，把多台机器的硬盘

打成一块大的文件系统。

再 比 如 数 据 的 分 析 ， 可

能需要对大量的数据做分类，

统计，聚合，一台服务器肯定

搞不定，处理几百年也分析不

完，于是就有了分布式计算

的方法，将大量的数据分成小

份，每台服务器处理一小份，

多台服务器并行处理，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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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算完。例如著名的Terasort

对1个TB的数据排序，相当于

1024G，如果单机处理，怎么

也要几个小时，但是并行处理

只需要几十秒就完成了。

所以说大数据平台，什么

叫做大数据，说白了就是一台

机器干不完，大家一起干。随

着数据量越来越大，很多公司

都需要处理相当多的数据，没

有这么多机器可怎么办呢？

说 到 这 里 ， 就 想 起 云 计

算的好处了吧，真的是想什么

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想要

多少就要多少。例如大数据分

析企业的财务情况，可能一个

月分析一次，如果要把这一百

台服务器或者一千台服务器都

在那摆着，一个月用一次吧，

非常浪费。那能不能需要计算

的时候，把这一千台服务器拿

出来用，然后不用的时候，

这一千台机器可以去干别的事

情。谁能做这个事儿呢？只有

云计算服务商（比如文中提到

的易迈云），能够为大数据的

运算提供资源层面的灵活性。

而云计算服务商也会部署大数

据放到它的PaaS平台上，作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应用。

因为大数据平台能够使得多台

机器一起干一个事儿，这个东

西不是一般人或团队能开发出

来的，怎么也得雇个几十上百

号专业人才能把这个玩起来，

所以说就像数据库一样，其实

还是需要有一帮专业的人来玩

这个东西。现在公有云服务商

（像易迈云）就提出了相应的

大数据解决方案了，一个小公

司需要大数据平台的时候，不

需要采购一千台云主机，只要

到易迈云的官网上一点，这

一千台机器都出来了，并且上

面已经部署好了的大数据平

台，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算就可

以了。

所以说，云计算需要大数

据，大数据需要云计算，两个

技术就这样结合了。

来源：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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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企业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项目，

他们发现某些角色对业务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

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

   随着企业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项目，他们

发现某些角色对业务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很难

找到合适的人才。

人工智能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来获取商业价

值。如果做得好，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改进销售、

优化运营，并为员工提供具有更高价值的工作。

它有助于降低成本，并赋予组织创造新产品和开

拓新市场的能力。

咨询机构德勤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

55%的IT高管表示，他们的公司在2018年推出了

6个或更多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试点项目。而在

2017年的调查中，只有35%的IT高管这么认为。

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在认知技术上的投资超过

500万美元。56%的高管预计人工智能将在未来

三年内改造他们的公司。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而且需要某些

关键技能，但很难找到。以下了解一下人工智能

成功的八个关键角色：

（1）人工智能研究人员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参与研究可能会适得其

反。毕竟，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往往是进行基础技

术研究的专家，他们可能有朝一日在机器的思考

能力方面取得突破。此外，追踪人工智能的研究

人员意味着需要与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等科技巨

头进行竞争，可能无法立即带来商业利益。

但总有一些希望取得突破性进展能使他们成

为行业领先者，仅此承诺可能与人工智能研究人

员的高需求有关。根据德勤公司的调查，30%的

IT行业首席执行官认为在他们的首要任务中寻找

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比其他任何角色都重要。

德勤风险和金融咨询公司负责分析和数据

风险的全球领导者VivekKatyal表示：“人们希

望看到卓越的人才，但这会对他们真正追求的目

标产生影响吗？”他说，除非企业想成为下一个

Facebook公司，否则可能不会产生影响。

但他表示，许多做出融资决策的企业高管

并不理解人工智能研究和人工智能应用之间的区

别。

然而，对于人工智能对其核心业务至关重

要的公司而言，研究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

品。例如，AppTek公司是一家成立于大约30年

前的语音识别公司。随着人工智能改变了语音识

别技术，AppTek公司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在语

音识别方面的应用以跟上技术的进展。例如，其

最新发布的研究重点是在对话中识别不同的发言

者。

69%的企业领导者认为更好的沟通可以帮助

成功人工智能项目的8个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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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现愿景。

AppTek公司首席营收官MikeVeronis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商业需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

解决问题，并提高能力。”

（2）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人员

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人员通常进行的是基础研

究，例如深度学习或生成对抗网络的最新发展，

并将其转化为可用的产品。一些企业将这项工作

交给大型供应商，依靠商业平台而不是开发自己

的人工智能技术。但即使企业使用已知的人工智

能技术，他们可能仍然希望建立自己的平台。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对于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人

员更高的需求，这是德勤调查中28%的受访者指

出的首要任务。

企业构建自己的框架的一个原因是当前面临

的人工智能框架的“黑盒”问题。由于无法看到

现成产品的源代码，一些公司，特别是在金融或

医疗保健等受监管领域的公司，可能会选择自己

的方向。

Katyal说，“也许企业应该自己开发一些东

西，在那里知道自己建造了什么，自己拥有代

码，并控制着它的一切。这种讨论非常普遍。当

他们构建自己的人工智能软件时，他们也可以更

好地理解工具的内置偏见，”他补充说。

这也是AppTek公司的发展现状。除了拥有

基于企业自身研究的独特功能外，它还可以根据

需要定制产品，而不是一个不易调整的黑匣子商

业系统。AppTek公司的Veronis说，“我们可以

适应和训练并不断改进语音识别引擎。”

（3）数据科学家

Katyal说，当企业考虑克服人工智能挑战

时，通常会考虑创建新的人工智能算法。但他们

可能会从改善数据中获得更多价值。“这是功能

性人工智能的常见障碍。”他说。

Katyal表示，这使得数据科学家成为所有人

工智能中最重要的角色。24%的受访者表示，数

据科学家为企业的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系统做好了

准备。他们还确定企业实现目标所需的数据——

内部生成或从第三方收集的数据。数据科学家还

可以发现数据何时丢失，何时知道特定类型的数

据不足，以及何时识别数据集偏差或过时。

他们也是那些识别正确的算法用于他们的数

据集，训练和调整这些算法，并与主题专家合作

验证结果的人员。

Katyal说,“在过去，他们应该是高级统计

学家，他们是人工智能研究和人工智能软件的用

户。”

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将数据科学家视为近

期开展人工智能项目的核心因素。作为全球金融

公司和日本第二大资产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正在

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其数据中心的客户服务，使员

工更容易找到信息，并更好地识别潜在的企业客

户。

该银行执行董事Akinobu Funayama表示，

三井住友银行已经拥有一个数据管理部门和数据

科学家。首先，数据科学家将人工设置用例，识

别与这些用例最相关的数据点，并创建算法来分

析数据。例如，在为潜在的新客户获取盈利能力

时，数据科学家会考虑数千个因素，并了解是否

有用。

其整个过程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每个用例，每年将转化为10到15个用例。利用

dotData的技术来帮助识别对创建新算法最有用

的数据点，SMBC将创建新模型所需的时间缩短

到了几个小时。这使得银行每年可以处理的用例

数量增加到大约100个，使其能够将人工智能应

用到银行的更多领域，包括财务、财政和合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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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正 在 努 力 提 高 整 个 团 队 的 绩

效。”Funayama说。

他说，数据科学家对这一过程仍然至关重

要，但他们现在正在处理更广泛的人工智能技术

业务用例，而不是进行重复的特征工程工作。

（4）用户体验设计师

随着人工智能融入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中，

用户体验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现在希望能

够提出简单的问题，或者让应用程序从上下文推

断出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打开菜单或单击按钮

那么简单。

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Tempe的Insight技术

咨询公司首席技术官BrandonEbken说，“我们

一直认为用户体验是由网络驱动或移动程序驱动

的。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正在与聊天机器人、

Siri或Cortana以及Voice进行交互。它创造了一种

全新的用户体验设计，在创建新的人工智能工具

时，它是一个关键的部分。”

德勤公司的Katyal表示，“人工智能产品与

人类经验之间的联系正在不断发展，我认为这是

下一场革命，人们已经开始看到它。”

随着新工具的创建，人们必须能够使用它

们，这可能需要新的接口，以及应用程序或业务

流程的结构变化。

他说，为了找到具备这些技能的人，企业应

该寻找客户服务方面的专家。

（5）变更管理专家

德勤公司的Katyal表示，变更管理是人工智

能部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并且不仅是

企业员工从变更管理中受益，而且还受益于用

户。Katyal补充说，“这是最艰难的事情，这是

企业中最被忽视和低估的领域。”

尽管如此，在德勤公司的调查中，22%的受

访者对变革管理专家的需求仍然很大，这是他们

最需要的技能。德勤公司表示，人工智能项目可

能对知识工作者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他们没有参

与解决方案的开发，知识工作者可能会拒绝接受

人工智能建议。

德勤公司的调查报告称，“在试点、基层实

验和供应商驱动的炒作中，促进组织变革的基础

可能会迷失。”

此外，63%接受调查的IT经理表示，为了削

减成本，他们的公司希望使用人工智能来尽可能

多地自动化工作，这进一步强调了对变革管理专

业知识的需求。

（6）项目经理

许多人工智能项目都存在问题，因为它们通

常不会像企业使用更成熟的技术一样严格管理。

能够领导人工智能实施的项目经理可以帮助将人

工智能集成到企业的角色和流程中，帮助衡量和

证明业务价值，这对德勤公司分析师中39%的受

访者来说是位列前三的挑战。他们还可以处理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其他领域的技能短缺问题。

如今找到数据科学家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也

是软件工程师、用户界面设计师、安全专家和主

题专家。西雅图一家商业咨询机构Slalom公司的

总经理MartyYoung说，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

项目包括了复杂的团队。

项目经理需要讨论所有这些角色。此外，

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CatalystPartners的总经理

SteveHerrod表示，项目经理将帮助多学科团队

将人工智能从实验性试点项目转移到软件工程

和软件生命周期的另一个方面。Herrod以前是

VMware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我们不应忽视需要了解模型独特方面的项

目和项目经理，并将其纳入他们必须参与的更广

泛的软件版本中。”他补充说。

Herrod说，随着该领域的发展，将会有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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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相关角色，例如处理审计和认证相关问题的

人员。

这将为项目经理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需

求。

（7）解读人工智能结果的商业领袖

即使企业将外部供应商用于其大部分人工

智能功能，拥有内部业务专业知识也是至关重要

的。

印度航运商SpotonLogistics公司就是这种

情况，该公司希望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财务部门

的客户服务、情感分析和自动化。例如，其特定

的用例是解决公司的“第一英里”和“最后一英

里”地址问题。

该公司商业工程主管SatyaPal说，“印度的

地址格式并不标准，当企业正在使用尚未完全填

写的地址时，情况会变得更糟。这消除了集中规

划和车辆利用的可能性。”

该公司决定使用外部供应商开展大部分工

作，而不是在内部构建技术。然而，需要解释人

工智能结果的业务领导者是企业的内部团队。

他说，他们对公司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有业务知

识，对各种人工智能模型和框架有了解。例如，

他们能够理解分类模型与强化学习以及监督与非

监督学习的应用。

他说，“一般来说，他们来自具有Python知

识的计算机科学背景的人员。需要一些额外的培

训，但这通常是独立的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

在线课程。”

这使得他们能够确定哪种人工智能方法最适

合解决特定的产品和验证进展。

（8）主题专家

由于现成的人工智能工具并不总是适用于

所有用例，因此主题专家是关键。例如，产品推

荐引擎通常是围绕在线零售商的需求而设计的，

EnergySavvy公司专注于公用事业行业的软件

公司客户解决方案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Rigney

说。

网上零售商收集顾客购物习惯的数据，并将

其与其他顾客的购物习惯进行比较。但对于那些

从当地公用事业公司获得电力的人来说，过去的

购买记录并不是有用的指标。在这方面，能效公

司的专业知识会有所帮助。

Rigney说，“我们知道如何确定哪些客户从

节能项目中受益，他们受益多少，以及其他哪些

客户与这些客户类似，并且也会受益。”这有助

于EnergySavvy为马萨诸塞州的NationalGrid公司

等客户提供服务。

EnergySavvy公司营销副总裁RyanWarren表

示，“新的人工智能能力是企业近期收入增长的

绝大部分。我们的客户得到快速增长，而公司未

来的业务都与人工智能支持的技术有着根本的联

系。”

来源：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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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控 是 互 联 网 金 融 的 核

心，也是衡量一家金融科技

企业能否长期良性发展的关键

因素。随着普惠金融的日渐普

及，风控技术也随之贯穿互金

业务的全流程。拥有强大风控

能力的企业，往往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算法等新技

术的深度应用来实现实时监

管，即贯穿用户全生命周期的

风险识别、风险决策，不断对

系统进行自我修复与完善。

综观国内市场，以蚂蚁金

服、度小满金融等平台为代表

的一批规模较大的互联网金融

企业，已经借助其自身优势建

立了先进的大数据金融风控系

统，并将其深入应用到支撑普

惠金融发展的行业大趋势中。

蚂蚁金服

孵化了支付宝、花呗、网

商银行等产品的蚂蚁金服，在

风控水平方面是国内首屈一指

的。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

膜识别、活体检测技术……这

些最前沿的“黑科技”，都已

经被运用到了风控系统中。

如 今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升

级迭代，蚂蚁金服已经形成一

套以AI智能算法、生物核身为

基础的多层级立体闭环风控

系统——蚂蚁风险大脑（Risk 

Brian）。而且在对外输出风控

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基于自身

场景沉淀的技术和算法能力，

结合客户现状，整合出定制化

方案来实施风控，保障金融安

全。例如，蚂蚁金服曾协助重

庆三峡银行、重庆农商行等金

融机构进行全新风控体系的构

建，也曾在北京、广州、天津

等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创新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度小满金融

另 一 家 互 联 网 巨 头 “ 百

度”旗下的度小满金融，则致

力打造“响应模型+授信预估

模型+looklike+用户画像”的

四位一体智能获客技术，并基

于模型给出差异化的信贷额度

和利率，提升客户盈利性。

通 过 个 体 风 险 和 关 联 风

险的多维分析，度小满实现

了“精准识别客户群体的不同

风险特征”的目标，并在信用

评估的基础上形成信用分级管

理，在准入环节中将不合规、

高风险的拦截在外，保证资产

风险可预期。同时，启动风险

扫描规则引擎，提升贷中、贷

后的管理能力，做到了全生命

周期的立体金融风控。

同盾科技

定位为“智能风控管理引

领者”的同盾科技，其风控体

系也是基于对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的深度利用。

目前，公司基于AaaS（智

能分析即服务）的风控理念，

风控及数据分析应用领域拥有

包括反欺诈、信贷风险管理、

逾期管理、客户价值挖掘、保

险科技、移动安全等六大类产

品系列，为非银行信贷、银

行、保险、基金理财、三方支

大数据金融风控体系哪家强？盘点国内第一梯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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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航旅、电商、O2O、游

戏、社交平台等多个行业客户

提供了便捷智能的风险管理整

体解决方案。

百融金服

百融金服是一家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为金融机构提供客户全生命周

期管理服务、为个人和小微企

业推荐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大数据应用公司，为银行、

消费金融、汽车金融、小微金

融、保险等行业客户提供金融

风控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拥有一套大数

据标签体系，能够实现获客引

流、精准营销、客群分析、风

控管理、反欺诈、贷前信审、

贷后管理等服务，代表产品有

百融风险决策引擎，信贷审批

系统，风险罗盘，催收系统

等。

爱财集团

互 金 行 业 的 独 角 兽 企 业

爱财集团，以拥有行业领先的

金融科技能力著称。公司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为

基础，搭建起一套全生命周期

的大数据金融风控体系，为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提

供身份识别、反欺诈、信息核

验、信用分等系列产品能力及

一体化解决方案。

一 方 面 ， 平 台 通 过 活 体

识别、图像识别、声纹识别、

OCR识别等技术手段，对用

户身份进行验真、识别申请用

户资料造假，大幅降低核验成

本；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风

控模型产品风险名单、多头防

控分的排查，及时洞察高危行

为并进行反欺诈防范。同时，

其信用分体系用户覆盖率高、

模型区分度强，有效解决了

国内信贷申请用户征信数据维

度不足、信用白户等问题，对

整个网贷行业发展起到了推进

作用。去年5月，爱财集团还

与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AIF）联合成立了浙江首个

互联网征信研究机构——浙大

AIF-爱财集团互联网征信联合

研究中心，后者定期向社会发

布有影响的互联网金融征信指

数。

天创信用

天创信用主要是将“数据

+风控+金融”模式运用到金融

服务价值链中，通过大数据风

控技术，为客户提供反欺诈、

信用评估、授信审批、风险监

控、催收等全流程的产品和服

务，以及面向消费金融、互联

网金融、农业、园区、汽车等

细分领域的风控解决方案。

平台基于对农业行情、预

测期等数据维度，开发了农业

通用量化模型，并利用龙头企

业的产业链数据，助力三农金

融的发展。目前，天创正尝试

结合大数据，应用区块链解决

农产品溯源等问题。

神州融

神州融是国内较早的第三

方大数据风控平台服务商，为

消费金融机构和消费场景提供

一站式风控解决方案。其开发

的大数据风控平台，能够实时

联网行业多维度征信大数据，

并通过信贷管理系统、自动决

策技术和银行资金合规对接，

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风控

服务。目前，平台的方案产品

已成功应用于银行、汽车金融

公司、信用卡业务和消费金融

等机构中。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风控水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

地”。随着第三方信息共享系

统和国家征信体系的不断完

善，完善的大数据金融风控解

决方案也必将成为金融科技企

业在合规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

容之一。

如 今 ， 互 联 网 金 融 第 一

轮“跑马圈地”的扩张已经完

成，各平台业务都在进行立体

的纵深拓展。而一流的大数据

风控能力，或许能告诉资本市

场未来谁能走得更快、更好、

更远。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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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数据的应用对很多行业的发展都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采用这项技术，一些行业比

其他行业更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以下是采用

大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6个行业。

1.网络安全

黑客一直在不断改进攻击受害者和渗透网络

的方法。而网络安全专家也不断努力加强安全防

范。出于商业目的分析数据所使用的相同技术通

常可用于检测网络安全攻击和减轻损害。

可以采用大数据技术，因为采用了识别模式

的专用工具。如果对数据的分析显示出与标准不

符的地方，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就会知道需要仔细

研究，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2.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行业采用大数据的时间比其他一些

行业晚一些，但分析师认为，2019年将是卫生

保健组织采取更加成熟数据管理方法的一年。例

如，他们可能会意识到，正确使用数据可以使他

们在市场中获得战略优势，或者使用数据模型不

断更新有关提供商和网络覆盖的信息是有益的。

医生在评估病人的治疗方法时也可以参考大

数据。例如，他们可以将诊断的特征输入到大数

据平台中，并查看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将表

明患者根据给定的变量对治疗做出良好反应的可

能性有多大。

3.音乐

自Napster公司让唱片公司置于恐慌之中，

并让高管们想知道如何保持盈利以来，音乐行业

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多亏有了Apple 

Music和Spotify这样的平台，人们愿意再次为音

乐付费。特别是在Spotify平台的帮助下，唱片公

司可以使用大数据来了解人们想要听到的内容。

截至2018年，Spotify平台的用户中有45%

是付费计划用户。Spotify公司知道相关性是使服

务对其用户有价值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提供每

日个性化播放列表，并根据收听历史提供关于专

辑或艺术家建议的原因。

除了Spotify平台之外，使用大数据来计划或

推广现场演唱会还有很多可能性，尤其是在确定

哪些市场的粉丝最多，或者演唱会门票收费标准

的时候。

音乐行业的领导者们知道以往吸引粉丝的方

式已经不再适用。随着行业的发展，他们专注于

赚取利润，而大数据将帮助他们保持相关性——

无论是在为专辑或单曲选择发行时间表时，还是

在是否签约一名新兴艺术家时。

Spotify证明了使用音乐行业数据的有效方

法。2019年，该领域的其他组织也将效仿。

4.高等教育

2018年10月发布的201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

2019年采用大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6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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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美国成年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下降。

更具体地说，只有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该行

业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

尽管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有很

多，但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大数据来

更多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利用大数据来识别学生的优势和学习进度也

是可能的。美国波因特洛马拿撒勒大学通过在学

术生涯中建立电子档案，并为学生提供公开讨论

这些投资组合中部分内容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

自己的成就。

电子档案还帮助大学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学

生，并向他们提供有关如何改进的反馈。

大学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来促进招生，并确

定录取某些学生的可能性。或者，他们可以依靠

大数据来了解学生最喜欢在食堂吃什么食物，或

者在期末考试期间开放主要校园图书馆合适的时

间。

5.制造业

制造业采用大数据技术已有多年。但传感

器、接口和其他技术的进步共同促使制造行业看

到大数据如何将其运营提升到更高水平。

Davy Brown是TE Connectivity公司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而该公司是一家生产传感器和相

关产品的厂商。在考虑2019年的预测时，Brown

指出，“我们将继续看到工业4.0的发展从行业

论坛的主题发展到成熟的现实。易于安装的传感

器，尤其是那些不需要一直安装在设备内部的传

感器，如音频或视频捕获系统，将成为未来连接

工厂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传感器为用户提供有关生产水平、速

度、潜在设备故障等的实时信息。当制造业厂商

了解如何和为什么使用大数据平台时，他们会获

得原本不可能获得的洞察力。

6.零售

虽然许多人喜欢购物，但他们通常不喜欢排

队等候。幸运的是，零售商可以依靠基于大数据

的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来减少延迟。在Kroger商店

的案例研究中，超市品牌在2,400个地点使用热

成像仪以及软件来分析相机拍摄的数据。然后该

品牌将等待时间缩短至4.5分钟以下。

另一种可能性是零售商部署传感器或摄像头

来跟踪客户在特定时间常使用的区域，然后依靠

大数据来帮助管理人员制定计划和招聘决策。大

数据平台也可以显示产品销售或剩余库存的可能

性。

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行业盈利

这些行业的优先级和服务客户可能有所不

同，但毫无疑问，大数据和分析工具可以帮助企

业取得成功，满足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

求。

        来源：http://www.thebigdata.cn/Ying Yong 

AnLi/37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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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内外部环境发展及竞争压力的影

响，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制造企业战略核心。企

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从商业模式、

服务模式等六个方面转型，赢得显著的竞争优

势。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态势日趋激

烈，经济下行压力与生产成本、人力成本的提

高，使制造企业开始注重数字化转型，利用新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产品创新与管理能力，从

而赢得竞争优势。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计

算和存储能力的迅猛发展，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

的广泛应用，以及工业软件的不断进化，数据的

采集、存储、传输、展现、分析与优化都具备了

良好的技术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的浪潮势不可挡。

  为了顺应新形势，制造企业正在主动加快

组织变革、业务创新和流程再造，推动研发、生

产、管理、服务等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从而

实现研发体系开放化、生产方式智能化、产品服

务个性化、组织边界弹性化、价值网络生态化，

形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要素、以开放平台为基础

支撑、以数据驱动为典型特征的新型企业形态。

据IDC调研结果显示，84.9%的中国制造企业正

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正在

成为制造企业战略核心。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

的，但传统的制造企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时仍面

临许多难点。根据埃森哲出具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80%的中国企业正在尝试通过数字技术让企

业运转变得更加高效，促进业务的增长，然而，

仅仅只有4%左右的企业真正释放了数字化的潜

力。对此，e-works CEO黄培博士认为，企业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从而

为制造企业赢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1）商业模式转型

按服务绩效付费（Pay by use）是一种基于

数字技术应用的全新商业模式。企业不再是销售

产品，而是销售产品使用的服务。要实现Pay by 

use，企业首先应当实现产品的数字化，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监控产品运行的云平台，能够对产

品运行进行状态监控，进而实现预测性维护。

  2）服务模式转型

企业通过开发产品服务的APP，让客户可以

实现自助式服务，从而提升服务效率。例如，美

的提供了智慧家居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可以监控

各种智慧家居产品。

3）研发模式转型

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非

常广泛。例如，通过仿真驱动设计，减少实物试

验；通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数据和流程管

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制造企业核心战略



4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理，提高零部件的重用率，提升研发效率，降低

研发成本，实现异地协同研发；甚至可以通过互

联网收集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在研发过程中，实

现众包设计。

4）运营模式转型

企业运营过程中，有很多数字化转型的场

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例如，推进

业务流程管理，贯穿多个信息系统；广泛推进移

动应用，将各层次管理者所需要的数据和故障预

警信息推送到移动终端，实现业务运作过程的可

视化。

5）制造模式转型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MAZAK、牧野机床、

通快、FANUC等很多优秀企业已经广泛应用了柔

性制造系统（FMS），实现全自动化地加工不同

的机械零件。在FMS系统中，看得到的是高度自

动化，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整个FMS系统的计划

安排、物流调度、刀具管理、加工程序配置等方

面，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管控。

6）决策模式转型

通过推进数字化转型，企业会拥有海量的运

营数据，通过对这些海量的异构数据进行治理及

分析，同时将数据分析的结果与企业的管理手段

结合起来，可以真正起到提升管理水平，优化企

业运营的效果。

从目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情况来

看，面向个人消费者的行业，例如家电、家居、

手机、汽车等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巨

大，转型也相对迅速；而面向企业客户的行业，

例如装备制造、能源、零部件等行业，数字化转

型的步伐则相对迟缓。e-works认为不论属于什

么类型、什么行业，每个企业都应当推进数字

化转型。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仅仅是技术问

题，更是战略问题，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布

局数字化转型战略，构建自己的数字化转型路线

图，并稳步推进，才能取得实效。

来源：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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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

说，只有新零售。”阿里巴巴马云在演讲中曾提

出新零售概念。那么，什么是新零售？新零售是

否会颠覆电商时代？

新零售，即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

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

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

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电商可谓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而新零售是

互联网+科技进行升级，利用科技的力量将线上

线下和物流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零售。

为持续促进生产者、代理商、供应商、消费

者之间的互助，新零售下的供应链金融面向上游

中小企业，为其提供应收账款、存货质押借款、

信用贷款、票据质押贷款等不同类型的融资服

务，进而满足供应链上企业的需求。

新零售下的供应链金融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呢？

应收账款——京东为例

早在2017年7月京东就提出“无界零售”概

念，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了新通路百万便

利店计划以及无人零售布局。

京东通过消费者、场景、供应链、营销四个

角度，打破生产商、品牌商、平台商的界限，数

据充分融合流动，推动行业效率全面提升。

供应链金融在京东零售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

呢？

京东商城根据不同对象提供的融资服务。包

括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供应商委托贷款融资应

收账款资产包计划等。在这些融资中，京东商城

为供应商提供授信支持，并由银行直接提供贷款

服务。

此外，京东供应链金融缩短了供应商结算账

期。京东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应收账款融资”计

划，只需3-5个工作日供应商就能够从银行拿到

部分货款，进行下一轮周转，而京东会在原有的

40天账期时限里，将资金付给银行。在京东供应

链金融平台中的结算前环节，供应商取得采购合

同后，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或质押给银行，银行

向供应商提供贷款。

存货质押借款——苏宁

据了解，苏宁物流拥有相关配套仓储合计面

积近700万平方米，拥有13个全国物流中心、47

个区域物流心、465个城市配送中心、21904个

末端快递网点，同时依托全国4500多家门店、

5500多个帮客家，服务可直达县镇用户。广泛延

伸的“触角”带来了物流收入的高速增长，物流

逐渐成为苏宁的核心业务。

与此同时，数据也是苏宁非常重要的资产，

新零售模式下的供应链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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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离不开新技术，更离不开用户。用户（数

据）决定着零售业的发展方向。未来，数据将成

为竞争的核心，苏宁正努力在数据资源上发力。

让数据贯穿到整个业务流程中，实现所有的经营

和管理活动都必须要由数据来驱动。

同样，供应链金融在苏宁新零售中起到了非

常大的作用，助推苏宁新零售发展。而苏宁的供

应链金融采用的是存货质押借款模式。

以苏宁为中心，将资金注入上下游配套中

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

题；另一方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

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通过与供应链流程中

的仓储、物流数据打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存货

融资服务，最高授信金额可达1000万。  

信用贷款——阿里

阿里是将线上及线下两种销售模式同步进

行，从而完成最大程度的市场覆盖面。与以往传

统超市运营模式不同，阿里所采用新零售模式，

特点是货品涵盖范围大、以数据配置市场需求。

一方面，阿里拥有电商的大量用户信息。

在全球范围内，用户的需求种类、层次、数量、

区域分布等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并预

测，通过大数据对用户做精准人物画，甚至可针

对线下超市所覆盖的人群的需求预测来设置供应

的商品类别，实现精准营销，增加购买率。

另一方面，阿里的货物渠道是来自全球不同

国家和地区。完善的物流运输供应链使得货源可

以及时为超市补充货物，如生鲜类货物可依据市

场需求情况按量采购，保证货品新鲜度，从而赢

得更大的市场。

然而，阿里利用大数据及物流运输链建立起

了新零售模式。而相比传统零售业，这种模式既

对市场进行针对性布局，又能更好地衡量市场供

需关系，能够实现由市场决定供给，从而减少商

品的管理成本，避免货物出现积压现象，导致不

必要的资产流失。

阿里的供应链金融又是如何助推整个生态链

条的有序运转呢？

阿里小微信贷利用其天然优势，运用信用数

据及行为数据，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在线资信调

查模式，将供应商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的行为

数据计算出相应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

阿里利用平台上交易流水与记录，进行风险

评测，确认信用额度进而发放贷款，除了赚取生

态圈上下游供应商的金融利润，也保证了生态圈

健康发展。在整个模式中，阿里是整个交易的核

心，除了掌握数据了解各企业征信，也能更好的

把控上下游的企业动态，便于做风控。

新零售下的供应链金融前景几何？

对于新零售中的商品供应环节，对于核心

企业来说会有授权给一些经销商，供应链金融可

以凭借核心企业授信及数据分析，为这些经销商

提供资金支持，缓解其资金周转压力。在新零售

中，随着流通链条的缩短，数据的低成本流动，

拓展了供应链金融市场。未来，供应链金融服

务将呈现多维度、高频次、多触点的特征，并以

“客户为本”为原则与业态中的企业进行合作，

也将从中获取更多收益。

未来，新零售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将会以

客户为核心。以客户为中心有利于核心企业更加

紧密结合市场设计产品，从而提升消费体验和消

费升级，但消费供应链金融如果要形成产业市场

化，需要各方尤其是核心企业的觉醒。

来源：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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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能够提高可见性，让人们更直观

地知道东西在哪里、应该在哪里，以及系统出了

什么问题。

大数据越来越流行，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因

为它改变了很多企业的运营方式，而且会继续改

变下去，特别是在供应链上。

据SCM World的报道，64%的供应链管理人

员认为大数据分析是一项颠覆性的重要技术，尽

管其技术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Syracuse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副教授Jeff Saltz

指出：“很多位列财富500强的公司应用大数据

已经有1到3年的时间了。他们进行了一些试验，

并大有所获。”而像亚马逊和苹果这样的公司更

是有惊人的预算用于大数据研究。

本文介绍了大数据改变供应链的四种方式，

以及怎样让您的公司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即

使会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有的就可以

了!”，但现在有的未必能适应未来10年、15

年，甚至20年的商业环境。

1.提高可见性

大数据分析能够提高可见性，让人们更直观

地知道东西在哪里、应该在哪里以及系统出了什

么问题——当然，数据必须是正确的。

这在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节省资金，

特别是发现错误后，可以及时纠正，以免造成数

百万美元的损失。IT咨询公司PointSource的首席

技术官兼首席业务技术专家Barry Pellas表示：

“如果我们假设供应链上游发生了一些问题，那

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标准化组织GS1 US企业发展副总裁Melanie 

Nuce认为，利用大数据，企业能够知道他们的东

西在哪里，应该在哪里，从而规划和执行供应链

的各个环节。

现在很多信息都是在RFID标签上，这减少了

人为错误。她说：“我可以拿上智能手机在我的

商店里转一转，收集商店的库存信息。我不用再

让员工们去费力地弄清楚库存。”从RFID标签中

收集数据也比手动方式快得多。

她还指出：“大数据还能够让您知道，库存

应该按照渠道、顾客、大小和颜色进行细分。可

见性还意味着，企业可以与消费者分享信息，让

消费者详细了解导致某一产品投产的供应链。例

如，如果消费者想要购买一件衬衫，他想知道所

有原材料来源都是优质的，且不存在非法用工的

问题。

2.更加重视社交媒体

大数据撼动供应链系统的4种方式 / 大数据时代的

金融发展趋势与供应链金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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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推特和Instagram（无论今后变得更

热门的任何东西）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它

们对于大数据在供应链领域的扩张也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事实上，物联网意味着有更多的产品在

向消费者发送数据，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通过

社交媒体免费得到了这种数据。

Saltz说：“社交媒体影响了人们对产品和

服务的看法，这也使得我对推销某一服务抱有更

大的期望。”大数据与社交媒体联系在一起可以

做很多事情，从广告宣传活动的热度，到了解名

人在推特上推广某一产品时会有多大影响力，等

等。

3.去掉老系统

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去掉那些老系统。

据PointSource的《2017年度的供应链数字化转

型报告》显示，89%的供应链企业都依靠老系

统，而只有40%的企业表示他们有内部资源来维

护和改进企业的基础设施。

Nuce说：“相比于供应链早期采用者，形

势似乎对观察者更有利”，这可能导致推迟投资

和资源来替代老系统。Pellas说：“如果先去尝

试，在整个基础设施中替换掉所有系统，那就彻

底不能工作了。永远没有结束，预算也会没完没

了。”

当一家企业想要开始转型时，Pellas建议他

们要“确定最有价值的替代方案。”然后创建好

路线图，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怎样逐步实施。

他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忘记，

系统在转型过程中仍然要一直运转。策略一定要

包括能够逐步进行转型，老系统同时还要保持运

转，直至完全切换到新系统。”

4.加速——无论好与坏

大数据之所以被称为大数据，是因为有太多

的数据，但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带来完美的供

应链。

Nuce说：“所有自动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

尽快处理掉‘垃圾’数据。如果我是一名高管，

而且提倡这一举措，那我得弄清楚我有怎样的数

据治理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花时间以保证正确过渡是非常

重要的原因所在。要确保钱用在刀刃上，不要让

公司在供应链大数据上的投入打了水漂。

Nuce说：“如果不从高质量的数据入手，

那么大数据计划不一定真能带来好处。”

来源：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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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金融发展趋势与供应链金融变革

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大 数 据 时 代 为 什 么 会 到

来，因为硬件成本逐渐降低，

网络带宽提升，手机4G（马上

是5G）……现代网络时代，

每个人在大数据时代还有隐私

吗？没有了。要想找到你，那

么多的摄像头，一整理就知道

了。以前银行贷款都是要很久

以后才到，现在都是实时到

账，当然为了防止诈骗，有的

故意改成24小时以后到账，免

得受了诈骗之后，24小时之内

还可以撤销。

大 数 据 时 代 ， 可 以 说 把

我们每个人、每件事都联系在

一起。所以说，大数据是现在

金融事件的基础。以前靠操盘

手，现在靠模型，特别是高频

交易。比如说韩国、中国的顶

级围棋高手，练了二三十年，

阿凡狗，谷歌研发出来的，这

也是一个机器人，他学围棋最

多不超过5年，结果把全世界

9段以上的，顶级高手有60多

个，在网上下棋，全给赢了。

他就是通过不断的积累，对学

习，把大数据应用在里面，应

用在围棋里面。

大 数 据 时 代 ， 一 个 是 数

据很庞大，然后把频次逐渐的

聚焦，聚焦到核心，比如说现

在坐对面的，有的人不分析技

术指标，不分析涨跌，只分析

这一天的搜索引擎里面，哪个

词出现得最多，哪个词出现得

最频繁。就拿这个做目标，往

往都能追到热点，比如说前几

天芯片是热点，刚刚是热点的

【导读】金融和科技的结合带来了颠覆，高投资增长为这种颠覆“火上浇油”，新兴

金融科技公司方兴未艾，老牌企业逆袭反击，你方争罢我登场，未来金融科技将会走向何方

呢？在数字化浪潮背景下，大量金融科技公司诞生，逐渐颠覆了传统银行业格局。金融科技

公司融资金额仍然保持高增长，但逐渐趋向理性。全球投资机构越来越青睐规模大和利润成

长性较好的成熟企业，金融科技公司融资门槛越来越高。同时传统银行逐渐转型升级，良好

的客户体验转为常态，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开始加强与传统银行的合作，推出越来越多样化的

金融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本栏目收集了较有代表性的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与变革相关文献，

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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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涨了好几百，后面又

是别的是热点，这是数据自然

的累积。在新浪财经搞了一个

系统，就是根据热词，这个分

布、这个频率来查哪些是现在

股民关注的热点。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规模

多样、高速，所以大数据是利

用软件工具来捕获的，来管理

的，来进行分析的。大数据可

以说是我们在计算机时代，高

速计算机发展之后，他把一些

表面上的东西都去掉，转换的

是最核心的问题，比如2017年

11月11号，这是淘宝发起的购

物节，淘宝这天销售额是1600

多亿，根据往年大数据的倍

增，可以根据每个省购物比例

高，根据往年的订单看到每个

省用什么尺寸的，什么型号，

需求量多大，因为这个东西不

能下了订单之后再生产，要按

需定，要量化。以前买冰箱

只到商店里面买，现在海尔搞

了一个按照你自己家里面的尺

寸，客厅或者是厨房多大，这

个冰箱占多少位置你定制这个

尺寸。这样的话，既节省了物

流的成本，不用倒来倒去的仓

储，直接从厂家下订单，生产

之后运到你家去了。厂家也节

省了好多中间商的环节，这个

资金就节省了。

大 数 据 金 融 ， 咱 们 知 道

美国有华尔街，华尔街上有一

个专门的数学金融专家，他的

工作就是利用电脑程序，分析

全球3.4亿微博帐户的留言，

通过这个来判断民众情绪、投

资者的情绪，而且从1到50进

行打分，根据打分的结果，来

决定买什么样的股票。那么根

据投资者的情绪，假如说，投

资者很高兴，大家很兴奋，就

像2017年，咱们说股市的高

点，但是2015年是6000点都

没有到，那时候可以说，极度

狂欢，这时候按照数学分析，

该卖，就是咱们说的一句话，

就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

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

婪。这只是经验，根据数据，

大数据来计算的，来量化的。

大数据金融发展趋势

“ 将 来 谁 做 的 更 好 ， 是

人，还是机器？”

“机器！因为所有的可能

性都已演算一遍。”

所以，大数据金融是高频

的交易。沪深两市，尽管只有

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从竞价

交易开始，下午1点到3点，这

4个小时，产生了3亿条以上

的终笔成交数，假如人来观察

看盘，现在3000只股票，一

共4小时，240分钟，一只股

票只能花几秒的时间来分析，

来看，看的过来吗？看不过

来。以前人看的多一点，搞几

台电脑，但是只有两只眼睛，

但是通过大数据，可以对每一

只股票交易状况实时的把握，

一旦大摆单出来了，大卖家出

来了，或者撤单出来了，马上

提示你，他来把关。大数据让

金融企业可以精准营销，像招

商银行，刷信用卡，这个信用

卡在哪刷的，这些数据都反馈

到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比

如说，招商银行对客户在星巴

克、麦当劳场所搞了双倍积分

兑换来吸引优质客户。在有些

可能要流失的客户想一些办

法，搞一些高收益的理财产

品，把你留住。通过这招，招

商银行的金卡、金葵花卡客户

流失率降低7个百分点，这几

年招商银行除了对个人客户精

准分析之外，又把着力点放在

了小微企业，经营好的小微企

业，所以招商银行靠着高端客

户和小微企业，净利润数额在

第三季度一举超过了交通银行

100亿。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

冲击，这些年蚂蚁金服，像余

额宝现在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

了15000亿，马上到16000亿

了。微信支付客户有6亿，具

体客户可能还要多，咱们现在

到哪去根本不用带钱包，带上

手机就可以了，哪怕到个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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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也可以用微信、支付宝进行

扫码支付，所以说现在到银行

办柜台业务的越来越少了，一

般是什么人去，老头、老太，

不太熟悉微信、互联网的业

务，每个月到期那天，就得把

钱取出来，一部分留在家里做

这个月的开支，另外一部分做

成理财。所以说，现在创新的

技术渗透到金融行业的方方面

面，利用的是云计算、社交文

化、大数据。

包 括 一 行 三 会 的 监 管 ，

特别是证监会，用的最多的都

是大数据，以前查人靠举报、

靠有人反映，海量数据没办法

从里面选出来，现在有了大数

据，比如说一个经理搞一个内

幕交易，基金的组合，买了什

么仓位，买了什么股票，相邻

的时间段，每个帐户买入了什

么仓位，也买入了这个股票。

他们就在排查这两个帐户和这

个基金经理有没有关系，有没

有通信往来，打过电话没有，

发过微信没有，你以为你发了

谁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知

道的，大数据知道，好多内幕

交易是这么发现的。

中国银行体系是最主要的

融资体系，银行是主打，现在

要变革的是产品、服务、业务

模式。所以说，大数据时代来

了，银行要对客户数据，风险

数据进行重新整合；客户关系

重新进行梳理，哪些客户是优

质客户，能够带给银行收益，

哪些客户是风险客户要提早的

剔除。不要等到客户违约，大

量贷款收不回来之时才急急忙

忙想起来，那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未来的银行，和其

他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就是找

准你的客户，服务的需求点、

契合点能不能吻合。将来也可

以靠大数据，把数据一匹配，

然后组合到一起去。这样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试错的事情。

现在的数据，包括社交、

网购的数据，包括其他的数

据，从这个来讲，就涉及到我

们信用，银行给人贷款要看信

用，光看单位开的证明不管

用，要看平时有没有违约的记

录，多不多，考察一个人的信

用好不好，就看这个人经常换

手机号吗，如果这个人一年换

两次，就证明不得以，有人要

逃债、要逃情的，假如这个人

10年都不换手机号，就说明既

不欠债、也不欠情。现在都愿

意找139的老号，20多年没有

换号了，就可能说明这个人九

几年开始用手机了，这也是一

个信用。

通 过 这 些 数 据 综 合 给 客

户打分，考察风险系数多大，

这完全是量化的，不是主观意

向。所以说大数据时代，对客

户是360度无死角的分析。摄

像头可以做到360度，客户的

考察也是360度。通过交易数

据、通过客户行为、通过社交

网络来考察客户信用。得出来

的结论往往比较靠谱。按照大

数据的模型来构建客户的视图

模型，给做标签，当然也可以

做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和征信体

系，人民银行有征信体系，来

自于各种交易，有没有违规，

所以说各家信用卡杀手锏就是

你如果不交违约金，那么就把

你列入黑名单，再贷款或者别

的金融活动都不行。

今 年 以 来 四 大 行 纷 纷 和

BAT联姻，当然BAT里面，B

是最大的，现在变成最落后

的，百度靠搜索引擎投广告来

赚钱。A、T都转型到大数据

了，京东现在也搞得不错，腾

讯和阿里搞了微众银行、网商

银行是阿里，纯互联网银行没

有营业网点、营业场所，完全

网上进行，交易一年，已经开

花结果了。

供应链金融变革

简单来说下供应链金融，

企业上下游客户，包括房地

产，上游是什么，是建筑材

料，水泥、钢铁；下游是什

么，卖家电、床上用品、家

居，房地产产业链的延伸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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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苹果手机是核心产品，上

游是什么，是生产监管，还有

生产手机屏幕的，像蓝思科

技，专门给苹果手机生产屏幕

的，那么下游是什么？手机有

了之后，要有充电线，要有耳

机，还要有贴膜，有的时候还

要一个U盘，可以接手机的，

这些到苹果手机店可以看到

的，有些是上游的，有些是下

游的。

供 应 链 金 融 主 要 是 来 解

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最早是

物流金融。从核心企业作为

出发点，利用核心企业的交易

关系、他担保来给上下游企

业统一授信，以你的订单作为

信用评分，主要是给中小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解决供应链

资金失衡问题。所以说运作的

主体物流企业、金融机构、贷

款客户，怎么考察这些企业也

得利用大数据分析，看你的信

用怎么样，信用支持度怎样，

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上的上下游

的中小企业来服务，比如说苹

果手机上游的供货商，下游的

服务商好多都是中小企业。所

以说以核心企业利息纽带枢纽

解决供应商的问题，授信，和

经销商的问题，大家串通在一

起，拧成一股绳。因为供销企

业，银行一般很少关注，但是

核心企业连在一起，就可以把

风险程度降低，供应链金融是

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来解决

上下游的，通过交易信息，供

应商和经销商，M+1、+N的

金融服务模式，整合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最核心的是通

过物流和信息流，再给这些企

业进行授信，提供信贷支持。

供应链金融等等是要考察外部

环境和核心供应链金融的产品

体系，按需订购，提供相应的

信贷产品、提供相应的信贷服

务，点对点的。

供 应 链 市 场 ， 未 来 可 能

有几种发展格局，供应链核心

企业自建电商平台、物流企业

自建融通平台、电子商务平台

自筹资金，银行搭建供应链金

融的生态圈，还有通过云计算

来系统服务，这种可以说，各

自都有，比如说海尔，他是通

过自己是生产企业，在他网点

做，往金融那边走，来支持、

帮助买海尔产品的人，还有汽

车生产商，搞了汽车金融，和

银行联手，搞汽车信贷，阿里

金融是根据买卖商家，上家和

下家，京东金融、京东白条，

京东自己建的物流平台，快递

是淘宝上面买东西快还是京东

上面买东西寄快，京东物流他

自己的，阿里物流是其他快递

公司的，中间还有一道手续。

 二、大数据金融发展趋势

 “将来谁做的更好，是

人，还是机器？”

“机器！因为所有的可能

性都已演算一遍。”

所以，大数据金融是高频

的交易。沪深两市，尽管只有

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从竞价

交易开始，下午1点到3点，这

4个小时，产生了3亿条以上

的终笔成交数，假如人来观察

看盘，现在3000只股票，一

共4小时，240分钟，一只股

票只能花几秒的时间来分析，

来看，看的过来吗？看不过

来。以前人看的多一点，搞几

台电脑，但是只有两只眼睛，

但是通过大数据，可以对每一

只股票交易状况实时的把握，

一旦大摆单出来了，大卖家出

来了，或者撤单出来了，马上

提示你，他来把关。大数据让

金融企业可以精准营销，像招

商银行，刷信用卡，这个信用

卡在哪刷的，这些数据都反馈

到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比

如说，招商银行对客户在星巴

克、麦当劳场所搞了双倍积分

兑换来吸引优质客户。在有些

可能要流失的客户想一些办

法，搞一些高收益的理财产

品，把你留住。通过这招，招

商银行的金卡、金葵花卡客户

流失率降低7个百分点，这几

年招商银行除了对个人客户精



57

趋势与变革

准分析之外，又把着力点放在了小微企业，经营

好的小微企业，所以招商银行靠着高端客户和小

微企业，净利润数额在第三季度一举超过了交通

银行100亿。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这些年蚂

蚁金服，像余额宝现在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了

15000亿，马上到16000亿了。微信支付客户有

6亿，具体客户可能还要多，咱们现在到哪去根

本不用带钱包，带上手机就可以了，哪怕到个小

餐馆也可以用微信、支付宝进行扫码支付，所以

说现在到银行办柜台业务的越来越少了，一般是

什么人去，老头、老太，不太熟悉微信、互联网

的业务，每个月到期那天，就得把钱取出来，一

部分留在家里做这个月的开支，另外一部分做成

理财。所以说，现在创新的技术渗透到金融行业

的方方面面，利用的是云计算、社交文化、大数

据。

包括一行三会的监管，特别是证监会，用的

最多的都是大数据，以前查人靠举报、靠有人反

映，海量数据没办法从里面选出来，现在有了大

数据，比如说一个经理搞一个内幕交易，基金的

组合，买了什么仓位，买了什么股票，相邻的时

间段，每个帐户买入了什么仓位，也买入了这个

股票。他们就在排查这两个帐户和这个基金经理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通信往来，打过电话没有，

发过微信没有，你以为你发了谁都不知道，但是

实际上是知道的，大数据知道，好多内幕交易是

这么发现的。

中国银行体系是最主要的融资体系，银行是

主打，现在要变革的是产品、服务、业务模式。

所以说，大数据时代来了，银行要对客户数据，

风险数据进行重新整合；客户关系重新进行梳

理，哪些客户是优质客户，能够带给银行收益，

哪些客户是风险客户要提早的剔除。不要等到客

户违约，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之时才急急忙忙想起

来，那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未来的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最

重要的就是找准你的客户，服务的需求点、契合

点能不能吻合。将来也可以靠大数据，把数据一

匹配，然后组合到一起去。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试错的事情。

现在的数据，包括社交、网购的数据，包括

其他的数据，从这个来讲，就涉及到我们信用，

银行给人贷款要看信用，光看单位开的证明不管

用，要看平时有没有违约的记录，多不多，考察

一个人的信用好不好，就看这个人经常换手机号

吗，如果这个人一年换两次，就证明不得以，有

人要逃债、要逃情的，假如这个人10年都不换手

机号，就说明既不欠债、也不欠情。现在都愿意

找139的老号，20多年没有换号了，就可能说明

这个人九几年开始用手机了，这也是一个信用。

通过这些数据综合给客户打分，考察风险系

数多大，这完全是量化的，不是主观意向。所以

说大数据时代，对客户是360度无死角的分析。

摄像头可以做到360度，客户的考察也是360度。

通过交易数据、通过客户行为、通过社交网络来

考察客户信用。得出来的结论往往比较靠谱。按

照大数据的模型来构建客户的视图模型，给做标

签，当然也可以做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和征信体

系，人民银行有征信体系，来自于各种交易，有

没有违规，所以说各家信用卡杀手锏就是你如果

不交违约金，那么就把你列入黑名单，再贷款或

者别的金融活动都不行。

今年以来四大行纷纷和BAT联姻，当然BAT

里面，B是最大的，现在变成最落后的，百度靠

搜索引擎投广告来赚钱。A、T都转型到大数据

了，京东现在也搞得不错，腾讯和阿里搞了微众

银行、网商银行是阿里，纯互联网银行没有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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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营业场所，完全网上进

行，交易一年，已经开花结果

了。

三、供应链金融变革

 简单来说下供应链金融，

企业上下游客户，包括房地

产，上游是什么，是建筑材

料，水泥、钢铁；下游是什

么，卖家电、床上用品、家

居，房地产产业链的延伸面很

长。苹果手机是核心产品，上

游是什么，是生产监管，还有

生产手机屏幕的，像蓝思科

技，专门给苹果手机生产屏幕

的，那么下游是什么？手机有

了之后，要有充电线，要有耳

机，还要有贴膜，有的时候还

要一个U盘，可以接手机的，

这些到苹果手机店可以看到

的，有些是上游的，有些是下

游的。

供 应 链 金 融 主 要 是 来 解

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最早是

物流金融。从核心企业作为

出发点，利用核心企业的交易

关系、他担保来给上下游企

业统一授信，以你的订单作为

信用评分，主要是给中小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解决供应链

资金失衡问题。所以说运作的

主体物流企业、金融机构、贷

款客户，怎么考察这些企业也

得利用大数据分析，看你的信

用怎么样，信用支持度怎样，

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上的上下游

的中小企业来服务，比如说苹

果手机上游的供货商，下游的

服务商好多都是中小企业。所

以说以核心企业利息纽带枢纽

解决供应商的问题，授信，和

经销商的问题，大家串通在一

起，拧成一股绳。因为供销企

业，银行一般很少关注，但是

核心企业连在一起，就可以把

风险程度降低，供应链金融是

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来解决

上下游的，通过交易信息，供

应商和经销商，M+1、+N的

金融服务模式，整合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最核心的是通

过物流和信息流，再给这些企

业进行授信，提供信贷支持。

供应链金融等等是要考察外部

环境和核心供应链金融的产品

体系，按需订购，提供相应的

信贷产品、提供相应的信贷服

务，点对点的。

供 应 链 市 场 ， 未 来 可 能

有几种发展格局，供应链核心

企业自建电商平台、物流企业

自建融通平台、电子商务平台

自筹资金，银行搭建供应链金

融的生态圈，还有通过云计算

来系统服务，这种可以说，各

自都有，比如说海尔，他是通

过自己是生产企业，在他网点

做，往金融那边走，来支持、

帮助买海尔产品的人，还有汽

车生产商，搞了汽车金融，和

银行联手，搞汽车信贷，阿里

金融是根据买卖商家，上家和

下家，京东金融、京东白条，

京东自己建的物流平台，快递

是淘宝上面买东西快还是京东

上面买东西寄快，京东物流他

自己的，阿里物流是其他快递

公司的，中间还有一道手续。

来源：大数据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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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

技术与金融业务不断融合，科技对于金融的作用

被不断强化，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金融机构、

科技企业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数据

价值持续不断的体现并释放出来，金融业务环节

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金融解决方案创新推陈出

新。开放银行、无人银行、资产证券化、数字票

据、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业务在科技的赋能下

由概念逐步变为现实，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由概念阶段到实际

应用，金融作为最先拥抱技术的领域，也会摩擦

出新的火花。未来，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体现在十

个方面。

第一，开放银行

开 放 银 行 是 银 行 通 过 开 放 应 用 编 程 接 口

（API）对外开放服务。即指银行把自己的金融

服务，通过开放平台（OpenAPI）等技术方式开

放给外部客户（企业或个人），客户可以通过调

用API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而不需要直接面向银

行。银行通过API的开放开展跨界融合，实现银

行与银行、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银行与跨界企

业间的数据共享与场景融合，极大拓展了银行服

务的生态。

开放银行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银行转型的新

浪潮。“开放银行”概念起源于英国，2018年

1月英国9家银行共享数据，首次落地开放银行

理念。2018年7月，浦发银行在北京率先发布

“APIBank”无界开放银行，标志着国内“开放

银行”的首家落地。随后，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纷纷展开

探索，通过开放API, 实现金融和生活场景的链

接。

以API Bank为代表的开放银行4.0时代即

将到来。未来，银行的商业模式将从B2C变为

B2B2C，服务标准也将从标准NPS升级为整合

型NPS。随着金融服务嵌入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

面，“场景在前，金融在后”的跨界生态圈将成

为主流。虽然目前开放银行应用仍处于早期阶

段，但未来，银行的账户功能、支付功能、理财

产品、贷款产品等将势必形成标准化的API集中

输出，成为打通跨界生态的接口。

第二，无人银行

无人银行是指通过科技手段减免传统银行的

人力使用。通过运用生物识别、语音识别、数据

挖掘、人工智能、VR、AR、全息投影等科技手

段，替代传统银行的柜员、大堂经理、引导员等

岗位，为客户提供全自助式的智能银行服务。

银行人力减少是目前大势所趋。目前大部分

银行都实现了人力的部分替代，少数银行试点几

乎实现了厅店全替代。至2018年5月28日，我国

银行物理网点共退出4591家，从2017年下半年

开始银行退出网点数目同比增速平均是55%。

截至2018年6月底，四大行员工数与2017年底相

比，减少已超过3.2万人。

未来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十大关键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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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无人银行将仍处在试点阶段。目前建

设银行已经开启了无人银行试点，通过更高效率

的智能柜员机替代柜员、保安、大堂经理，刷脸

刷身份证替代人工验证的方式，覆盖90%以上现

金及非现金业务。尽管无人银行为银行网点转型

打开探索新路径，但目前银行业务还难以实现百

分之百无人化，例如需要安排保安值班；客户在

智能终端上开卡、汇款时，出于安全风险考虑，

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服务。因此未来的一段时

间内，无人银行仍将作为探索性的试点存在。

第三，量子计算与金融

量子计算是一种遵循量子力学规律的新型计

算模式。普通计算机使用比特（bit） 中0与1的

两种状态存储数据，而量子计算机的存储单位量

子比特，除0和1外， 同时还可以实现多个状态的

相干叠加态。 所以， 基于量子计算的量子计算

机就可以通过控制原子或小分子的状态，记录和

运算信息，其存储和运算速度都能远远超越传统

通用计算机。例如使用超级计算机分解一个400

位的数字，需要60万年，而用量子计算机只需要

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

量子计算的应用能极大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量子计算由于其超强大的计算能力，可应用于在

金融业多个方面。例如金融高频交易，利用算法

根据预先设定好的交易策略自动执行股票交易，

在达到相同结果的前提下，量子计算比传统计算

机的速度要快得多。再比如诈骗检测，利用量子

计算机的快速学习的特点，能大大加速神经网络

学习速度，迅速打击新兴的诈骗方式。

量子计算也可能会为金融业带来巨大风险。

量子计算在计算速度上的飞跃式提升，也可能会

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威胁。例如目前正在使用的

许多公钥密码系统，在量子计算极大的计算性能

下，很有可能会遭到破解，这些将严重影响互联

网及各地数字通信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对现有的

安全系统和管理机制造成大范围和系统性的破

坏。因此，在量子计算机瓦解当前密码体系并实

现商业化之前，必须建立量子安全解决方案形成

安全的过渡。

第四，5G与金融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4G之后的延

伸。5G概念由标志性能力指标“Gbps用户体验

速率”和一组关键技术组成。5G技术创新主要来

源于无线技术和网络技术两方面。在无线技术领

域，大规模天线阵列、超密集组网、新型多址和

全频谱接入等技术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在网

络技术领域，基于软件定义网络（SDN）和网络

功能虚拟化（NFV）的新型网络架构已取得广泛

共识。

5G将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实现金融场景

的再造，为金融行业注入新的生机。5G技术的热

点高容量场景，将为用户提供极高的数据传输速

率，满足网络极高的流量密度需求，该技术场景

将有效提升移动端金融服务的速率，减少因网络

延迟造成的支付卡顿等情况，同时速率的提升也

有助于通过AR/VR技术进一步丰富支付模式，提

供更加真实的场景体验；5G技术的连续广域覆盖

场景还可有助于银行无人网点的部署，通过AR/

VR技术将金融服务带到此前网点无法覆盖的偏远

地区，实现普惠金融服务。此外，5G面向物联网

业务的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时延高可靠场景还将通

过实现万物互联，获取海量、多维度、相关联的

人、物、企业数据，进一步优化供应链金融、信

用评估、资产管理等相关金融服务，实现更多丰

富场景的探索。

5G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广阔投资空间，

引发金融高度关注。5G一方面提供更快的速率和

更高的带宽，促进移动互联网进一步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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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机交互新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还将实现机

器通信，千亿量级的设备将接入5G网络。5G还

将与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无人驾驶等技

术相结合在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

医疗、金融等领域带来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此

外，5G网络还将是能力开放的网络，通过与行业

的结合，运营商将构建以其为核心的开放业务生

态，拓展新的业务收入模式，目前中国移动已经

联合战略伙伴打造了百亿级规模的5G投资基金，

国内外险资、券商、阳光私募、风投等众多机

构，也早在2017年成立了数十支5G产业专项投

资基金，未来5G及相关产业将持续引发金融高度

关注。

第五，移动金融安全

移动金融指的是使用移动智能终端及无线

互联技术处理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及对外产品服务

的解决方案的总称，移动金融安全指的是移动金

融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安全。当前移动智能终端的

普及加速了金融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多的金融服

务向移动化逐步转型。移动金融丰富了金融服务

的渠道，为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普惠金

融的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央行印发《关于推动

移动金融技术创新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安

全可控”作为移动金融的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之

一，强调了移动金融安全的对于移动金融技术创

新发展的保驾护航的地位。

移动金融在创新与安全的博弈中发展，安全

问题愈发引起重视。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

行业移动应用日渐成为金融服务及产品的重要支

撑手段，移动金融未来将继续在规模和创新上发

展。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给移动金融带来了无限生

机，但同时也滋生了诸多风险。移动金融应用中

频发木马病毒、支付安全、敏感信息泄露、身份

认证绕过、仿冒等安全问题，引发了监管部门乃

至社会的广泛关注，移动金融安全成为金融创新

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保障。

个人信息安全是移动金融安全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越界获取

用户隐私权限、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频

发。移动金融应用中隐私窃取类恶意应用占比最

高，用户个人信息受到极大威胁。为保障个人信

息安全，维护网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开展“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推动移动信息安全建设。

生物特征识别兼顾安全与便捷，成为移动金

融安全关注的热点。目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已

经基本成为移动智能终端的标准配置，逐渐成为

了金融业务中新型用户身份核实和认证的发展方

向。中国人民银行于2018年10月颁布金融行业首

个生物识别技术标准《移动金融基于声纹识别的

安全应用技术规范》，将安全性和个人隐私保护

摆到了突出位置，规范如声纹等生物特征识别的

安全应用。

第六，数字票据

数字票据是一种将区块链技术与电子票据进

行融合，实现自动安全交易的新型票据。数字票

据借助区块链具有分布式账本、去中心化、集体

维护、信息不可篡改等特点，使数字票据更具安

全性和信息公开性，更加智能交易，更加便捷使

用。

数字票据可以实现全程高效真实的信息传

递，全程自动化交易，以及交易过程全程追踪，

提高用户隐私保护。区块链具有点对点传输，采

用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的优势，保证数字票据的

数据安全性、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数字票据利

用区块链提供可编程的智能合约，实现票据的自

动抵押、清付和偿还，避免交易风险。并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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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易都被记录在完整的“时间链”上，一旦有

违约行为发生，可以追溯其责任，并且通过隐私

保护算法保护参与者隐私，可实现参与者在区块

链上的匿名性。

上海票据交易所数字票据实验性生产系统成

功上线，工行中行浦发等银行参与其中。数字票

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已在2018年1月25日成

功上线试运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和

杭州银行在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顺利

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签发、承兑、贴现

和转贴现业务。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

结合区块链技术和票据业务实际情况，对前期数字

票据交易平台原型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和完

善，使结算方式更加创新，业务功能更加完善，系

统性能不断提高，安全防护不断加强，隐私保护更

加优化，实现实时监控管理。

第七，数字资产证券化

数字资产证券化是将数字资产转化为证券

的过程。将域名、商标、品牌、数字货币、游戏

装备、账户号码等相关缺乏市场流动性的数字资

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

行为。

数字资产证券化目的在于获取融资，以最大

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数字资产是文化产业的创

新蓝海，是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是“文

化互联网+”的文化大产业下的商业模式创新。

域名、商标等数字资产缺乏市场流动性，通过数

字资产证券化，有效打破刚性兑付，有效盘活巨

大的金融资产和社会的存量资产，能把缺乏流动

性但有收益性的数字资产设计成证券化产品卖出

去，收回现金，提高流动性，进而获得融资。

数字资产证券化是区块链的最佳实践场景。

我国央行货币研究所也在不断探索数字资产证券

化区块链平台，借助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储存、

去中心化的特点，保证了以及底层数字资产数据

真实性，且不可纂改，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增

强了信息的透明及可靠程度，有效解决了机构间

费时费力的对账清算问题，降低数字资产的融资

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第八，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是为满足消费者具体消费需求的现

代金融服务方式。是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用于

购买装修、旅游、电子产品、教育、婚庆等具体

的消费需求的个人消费贷款服务。除银行提供的

贷款服务外，接触较多的消费金融服务有京东金

融的“京东白条”、蚂蚁金服的“花呗”、苏宁

的“任性付”等以及被大众接受的P2P小额理财

服务。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

理办法》中定义，消费贷款是指消费金融公司向

借款人发放的以消费（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

为目的的贷款。

未来中国消费金融行业迎来巨大发展空间。

2018 年，国家出台了多项鼓励消费金融发展的

政策。特别提到“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

创新、不断提升消费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作为消费主体的80、90后，更愿意通过借贷的

方式满足产品购买需求。同时，随着消费金融规

模的不断扩大，消费金融会向二三线城市下沉，

各类金融应用场景需求增多。

金融科技助力消费金融产品创新和风控体系

建设。目前， 我国消费金融存在监管机制有待完

善、企业产品创新不足、风险防控体系不健全等

问题。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消费金融开发更多的产

品应用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激活和拓展市场

空间；同时，利用金融科技建立构建完善的风控

运营体系，解决消费金融面临的征信记录缺失、

运营经验缺乏，降本增效。在科技的驱动下，消

费金融将不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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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驱动下的产品创新和

风控体系的建立将为消费金融迎来更大的发展空

间。

第九，智能客服

智能客服可以显著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智能

客服系统是利用机器学习、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

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处理金融客户服务中重复

率高、难度较低且对服务效率要求较高的事务，

如服务引导、业务查询、业务办理以及客户投诉

等业务。目前应用的智能客服场景有智能客服机

器人、智能语音导航、智能营销催收机器人、智

能辅助和智能质检等。

金融机构及互联网企业都在加大智能客服

的探索和应用。金融机构在线上线下对智能客服

系统应用广泛，网站、App客户端等线上智能客

服服务系统能够实现自动理解客户问题并进行解

答和办理简单业务。在线下网点的智能化进程加

速，逐步推广无人银行，智能机器人、智慧柜员

机、VTM机、外汇兑换机等大量智能自主终端，

大幅减少人工服务成本，使客户获得更满意和周

到的服务体验。同时，互联网企业在智能机器人

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为这些金融客户

提供个性化的智能客户服务。

智能客服系统逐渐渗透到金融业务的售前、

售中、售后全流程。目前，智能客服系统已经能

够代替人工客服为客户解决许多简单、重复的问

题，为金融机构节约了大量的人工成本。随着社

会的发展，客户对服务的及时性、移动性、多渠

道性提出更多的要求，智能客服的应用为金融机

构留住更多客户，提供全天候及时、便捷的服

务，增强客户粘性。在智能客服的应用过程中，

大量用户数据通过智能客服积累和沉淀下来，为

精准营销和业务流程优化提供参考。同时，智能

客服系统利用大量完备的用户数据，逐渐承担起

更多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的金融业务。

第十，不良资产处置的科技运用

科技带来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创新发展。不良

资产可分为股权类资产、债券类资产和实物类资

产。不良资产处置有破产清算、拍卖、招标、协

议转让、折扣变现，以及债转股、债务重组、资

产证券化、资产重组、实物资产出租、实物资产

投资等方式。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应用，出现了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创新处置模式，如不良资产综合处置

平台，众筹投资、撮合催收等。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不良资产处置任务艰

巨。不良资产率的持续攀升，政府鼓励不良资产

处置的市场化。据银保监会称，2018年中国商

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89%，为10年新高，截

至12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2万亿元。 

在经济新常态下，风险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

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和处置效益提出更高的要

求。近年来，银行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纷纷与

互联网企业合作，通过网络平台模式进行不良资

产的拍卖，涉及股权、债权和各种实物抵押物，

取得良好效果。

金融科技已经在多个环节开发实际应用场

景。科技运用可以快速发现资产价值，减少错配

情况的发生，同时，可以显著提高信息互通，提

升效率，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率。目前金融科

技已经在多个环节开发应用场景。如在运用自然

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优化催收策略，同时，

实现催收业务流程自动化，缩短处置的时间周

期；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信用风险的精准定价；

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解决信用机制、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优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流程，缩短处置周

期，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性。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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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业的数字革命

除了监管成本上升、新兴市场经济放缓，以

及信用风险累积的顾虑以外，数字化挑战无疑成

了全球投资者对银行业务模式最根本的担心。数

字化变革的速度比我们预计得更快，如果银行不

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我们预计到2025年数字技术

革命将给全球银行业ROE带来超过400个基点的

冲击。

自2012 年以来，全球银行业资本回报率

（ROE）徘徊在8%至9%的狭窄范围内。全球银

行业市值从2010 年的5.8万亿美元增加到2017 年

的8.5 万亿美元。然而，一场有关银行经济格局

的深刻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未来十年的变化，将

不会像全球金融危机或互联网泡沫的破灭那样显

而易见——但它们对银行经济格局和基本商业模

式的影响却会更加深远。

革命大潮汹涌而来

麦肯锡对亚洲银行客户开展了长期调查，从

2014 年到2017年，许多发达市场中，使用在线

服务的客户数量大幅上升，大多数新兴市场更是

翻了两倍以上。

数字化不仅被广泛应用，更推动了销售。在

亚洲发达市场，58% - 7 5 %的客户在线购买了

银行产品。研究还发现，更多的客户愿意尝试全

面数字化产品（尤其是储蓄）。关键是，一半以

上的活期/存款账户和信用卡客户表示，如果新的

全面数字化的服务提供商能给出有吸引力的产品

和服务方案，他们就会转换银行，而且会从现有

银行转移至少三分之一甚至多达一半的业务。诚

然，客户可能没有全面考量过转换银行意味着什

么。所以，实际的转换率可能不到50%。但是在

亚洲，似乎有相当一部分银行客户打算一试。数

字银行似乎将沿着其他消费技术的应用路径前进

（比如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等）——这将是

一条快速获客的S 形曲线。

麦肯锡在欧洲的研究发现，SME（中小企

业）客户选择有良好数字平台银行的可能性比选

择在附近设有分行的银行的可能性要高4.5 倍。

参加麦肯锡商业银行圆桌会议的企业银行领导人

中，有五分之四认为，数字竞争者将很快对其

业务形成实质性威胁。在资本市场上，各类资产

相继电子化，大批新的参与者也纷纷对这种变化

加以利用。现金股票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现在，

一大部分交易是由15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操盘

的。

溃堤蚁穴

数字化的腾飞，给银行的业务模式造成了

重大威胁。历史上，银行将融资、投资、交易

麦肯锡：全球数字化银行的战略实践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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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业务融为一体，长期服务于客户的所有

财务需求，从而创造价值。银行提供低成本的

基本银行服务，以捕捉客户。一旦客户进入，

例如，开设了活期/ 支票账户之后，惯性往往就

会产生，银行就成为默认选择，银行就得以在

存款或外汇交易等其他产品领域保持有吸引力

的利润率。客户关系将这些活动维系在一起，

交织成一张网。

图2 呈现了基本业务模式的经济效益。

65% 的利润来自于业务发起、销售和分销这些

面向客户的活动。银行从业务发起和销售产生的

ROE 高达20%，很有吸引力，明显高于干瘪的

贷款业务，贷款发放产生的ROE 仅为4.4%。

当客户对银行感到不满意时，他们更倾向

于货比三家。转换银行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情，但是新应用和在线服务已开始打破

银行施加在客户身上的巨大粘性。更重要的

是，大部分创业公司并不要求客户立马转移

全部的金融业务，而是一次只要求一个小小

的变化。美国创业公司NerdWal let以及印度

的BankBazaar.com 等平台汇集了大量银行产

品，包括贷款、信用卡、存款、保险等。其

他平台，如fx-compared. com，则专注于单

一产品。部分平台，如moneysupermarket.

com，利用单一产品作为跳板，如今不仅覆盖

了全部金融产品，还将触角延伸到了能源、电

信、旅游等行业。这些新服务使客户能异常方

便地开立账户——一旦他们拥有了账户，就能

一键转换服务提供商。另外，新服务提供的产

品也具有相当高的竞争力，通常比银行在自身

网站上提供的条件更具吸引力。

数字化创业公司或金融科技公司、大型科技

企业以及影子银行都拥有巨大潜力，它们能把握

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客户行为的改变。动力

无疑也很大，因为对于创业公司所有者和投资者

来说，哪怕只是分得1 万亿利润蛋糕的一小块，

也意味着一大笔财富。

难怪金融科技公司呈现爆炸式增长，越来越

多的资金流入到这个板块。金融科技板块的风险

资本投资从2013 年的32 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

308 亿美元（仅前十个月）。大量金融科技公司

快速进入各类银行活动及市场。

创业公司有显著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们

的成本比银行低，因此能为客户提供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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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例如，在大众零售财富管理领域，金融

科技公司管理首批100,000 美元资金，仅收取15

个基点的顾问费； 而老牌企业一般收取100个基

点甚至更高。

创业公司还创造了更直观、更吸引人的客

户体验。例如，中国的支付服务公司支付宝、英

国的投资服务提供商Nutmeg 就把互联网金融变

得更加简单直观。支付宝做了一个储蓄游戏，将

用户的收益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同时通过增加

语音消息和表情，使点对点转账变得更加有趣。

Nutmeg 则针对未被私人银行纳入服务范围的大

众富裕客户提供简单可靠的服务，承诺如果您

“能在10 分钟之内告诉我们您的情况和目标，我

们就会为您建立和管理投资组合。”对于大部分

投资经理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注册流程而言，这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此外，金融科技公司还从试验文化中受益良

多。很明显，它们比银行更小、更敏捷。它们能

把握机会，迅速修正错误。

四面楚歌

新企业层出不穷，致力于改善某种具体的客

户体验。每一次成功夺取银行客户，银行与客户

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薄弱。当零售客户用一

种服务积攒大学学费，用另一种服务收集信息，

用第三种服务获取“无接触”抵押贷款时，他/ 

她对于银行来说，就是一位流失的客户。

客户关系弱化后，传统的业务模式会受到怎

样的影响？不同业务受到的威胁有所不同。总体

而言，零售业务面临的风险最大；低端客户财富

管理也会受影响，颠覆性影响可能最终还会蔓延

到高端客户；批发银行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小（部

分原因在于它已经经历了大量的数字化颠覆性影

响）。

毫无疑问，虽然数字化革命开始加速，但是

大量潜在性颠覆尚未显现。除了支付是一个明显

的例外。事实证明，大部分银行活动仍然坚不可

摧。创业公司捕捉到的贷款、存款和其他业务份

额微乎其微，但是成长迅速。问题是:它们是否能

够形成足够的规模，对银行的收入和利润产生实

质性影响？

估算对银行利润的预期影响

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竞争者将目标瞄

准业务发起和销售，即银行面对客户的一面。哪

怕直接客户关系遭受到部分损失，也会产生显著

影响。审视银行的五大零售业务——消费金融、

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支付和财富管理，麦

肯锡发现风险普遍存在。在消费金融领域，到

2025 年，高达40% 的收入和高达60% 的利润面

临流失风险（见图5）。这相当于该业务ROE 的

大约6 个百分点，目前ROE 水平估计为10% 到

12% 左右。在支付领域，30% 的收入和35% 的

利润面临风险。其他业务面临风险的收入和利润

比例较小，但是这种风险也是实质性的。以上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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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假设银行将继续沿着现有轨迹削减运营成本，

但是没有假设它们采取任何行动提升业务量、修

改价格或降低其他成本。

为什么对银行的影响如此之严重，尤其是

贷款？理论上，银行可预期随着利润率收窄，收

入将下滑。因为运营成本与业务量而不是收入

挂钩，而收入下滑大多由于价格侵蚀引起，所以

收入损失对利润的打击几乎是1 美元对1 美元的

效果。同样，资本要求也是与业务量而非收入挂

钩，这意味着资本要求不会降低。也就是说，银

行只有将成本收入比降低到目前水平以下，才能

保持ROE 稳定。

在其他研究中，我们还考察了对资本市场业

务的影响。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排名前10 的

交易商有6%-12% 的收入将会面临风险。

对银行的影响将波及甚广，可能在短期可通

过战术性重新定价应对挑战，但是从长期看，业

务模式必须彻底改变，使银行的成本收入比降低

到比目前低得多的水平，才能重拾竞争力。

摇摆因素

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且

难以预料。若干因素可能会造成天平失衡，其中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监管。目前，监管者认为风险

正在转移到监管体系之外——但可能会达到某种

极限，监管者或许会决定将非银行纳入监管，从

而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已经开始向上市的

P2P 贷款公司“提出恼人的问题”，其中不乏一

些拆台式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们要“共担风

险”。

监管部门对于大型银行的看法也出现潜在

转折。如果大型银行认为监管过于繁复，成本过

高，那么它们可能会将自己拆分为几个较小、重

点较为突出的实体，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非银行

机构的挑战，正如部分银行家和分析师所说，这

种可能性正在变大。

网络安全是另一个关键支点。随着更多的银

行收入以数字化方式实现，大型网络欺诈可能会

促使客户行为发生重大变化，把客户推向看上去

最安全的那类机构。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周期。绝大部分金融科

技公司尚未经受过经济衰退的考验。到目前为

止，新的风险评分和风险管理模型似乎比传统银

行的模式更有优势。然而，它们只是遇到了美好

年景。在经济下行期，这些模式的优越性可能不

复存在，金融科技公司实现销售的、之前未享受

银行服务的细分客群，可能被证明存在风险。例

如，面向小企业的P2P 贷款公司的投资者可能会

震惊于始料未及的高违约率，从而缩减投资和融

资。大量通过再融资而存活的中小企业，将疲于

应付流动性减少带来的挑战，进而违约——致使

违约率进一步提高、流动性进一步减少。这将使

银行的地位得到巩固，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则会偃

旗息鼓。

同样，利率的提高可能会使投资者失去寻求

更高收益的积极性——无论是通过P2P贷款、众

筹，还是新的存款和财富管理产品。没有这样的

积极性，金融科技公司就可能无法达到建立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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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模式所要求的客户规模。

一些新的业务模式还没有经过长期考验。价

格点通常设在低水平，以吸引客户，但却可能不

具有可持续性。因而，金融科技公司可能不得不

提升价格，造成客户流失，降低价格侵蚀对银行

业的影响。

最后，某些基础广泛的结构性转变可能向某

个领域倾斜，从而加快数字化进程。例如，丹麦

已经通过立法，力求在5 年内实现无现金经济。

数字革命快速发酵，但是各地区发展速度不

一。正如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所言，“未来已经

在眼前——只是没有均匀分布罢了”。在全面采

用数字银行服务方面，美国落后于欧洲，甚至在

欧盟内部，北欧国家也大步超前于南欧的另一些

国家。新兴市场出现了类似的分水岭，一边数字

化技术发展迅猛，比如中国市场，另一边数字革

命尚未形成气候。

因此，银行对于数字化的影响也持不同观

点。然而，各家银行都不得不接受威胁的存在。

数字化革命不仅对银行的经济状况造成后果，还

会影响其战略。在利润率远远低于现有水平的情

况下，银行是否能收回资本成本呢？尽管个别机

构有可能成功，但整个行业似乎不可能。

在新的环境下，两大主要的战略推动将最

终获得成功。银行要么奋起捍卫客户关系，要么

学会不依赖客户关系而生存，成为提供贴标资产

负债表产能的精益服务机构。银行也可两条腿走

路，至少在中短期这样做。它们可以一面经营某

些细分客群，一面将资产负债表借给非银行合作

伙伴。对于不占据领先市场份额的银行来说，这

是一种“双赢”。

2、打造未来银行

随着银行客户的需求快速变化，针对客户的

争夺战已经打响。 打造未来的银行，银行应从以

客户为中心、大规模建设数字能 力、管理数字化

创新三大抓手出发，为迎接挑战、建立更强大 的

组织做好准备。

对客户的争夺战已经打响，但许多银行还未

做好在竞争中胜出的充分准备。

银行必须主导游戏规则，击败这些数字公

司。我们并不认为答案就只是收购金融技术公

司，再将其整合到现有业务中。首先，估值很

高。我们可能处于或接近于最近的硅谷周期的顶

端。如果繁荣过后出现泡沫破裂，银行就会更清

楚地看到哪些公司才是真正的幸存者——价格也

会更有利。的确，每个银行家都在思考有关繁荣

的问题。其次，许多金融技术公司的平台同时与

多家银行的产品合作。一家银行买下某个受欢迎

的平台后，银行的竞争对手肯定就会退出这个平

台。

变革必须来自内部，对很多银行而言，这

一变革将是巨大的。对变革的需求来得并不是时

候，银行才经历过危机和改革的痛苦挣扎。变

革疲劳已经在行业中笼罩，但别无选择。好消息

是，动荡时期将释放大量市场份额，为市场参与

者所争夺，雄心勃勃的银行可以超越传统的和新

的竞争对手。事实上，新的技术不断挖掘隐性需

求，有可能扩大市场（如P2P 借贷）。即使在攻

击型的新公司拿走部分市场份额后，老牌银行的

业务最终仍会超出现有规模，一些以数字化为先

的银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进行有效的管理，能够

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有最大的灵活性，给陷于困境

的员工带来希望和动力。这只是数字化旅程的开

始，银行不必急于制定蓝图，描绘10 年后完美

的银行。实际上，银行只需全力以赴，迎接数字

化的挑战。这样做的银行，将在竞争中占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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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而竞争对手还陷于权衡思考之中，迟迟做

不出决策。对大多数银行来说，这些亟须采取的

行动分为两类:重塑客户关系;数字化方法深入整

合到银行的核心。已经具备数字能力的银行可以

在核心之外进一步创新，但要对创新进行谨慎管

理。

以客户为中心

如果银行想要赢得客户争夺战，那在思考

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把客户放在中心。每家银行都

会传递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营销信息，但许多

银行从未真正地以客户为中心。事实上，银行的

思维围绕着产品以及如何销售产品。的确也有一

些变化的迹象，一部分是因为实施了对行为和消

费者保护的新规定。但是，即使抛弃生硬的销售

手段，银行也仍然在使用同样的模式与客户互

动。为了吸引新消费者的眼球——并建立情感联

系——银行需要采取三种举措。

首先，改变文化，接纳数字化，适应不断变

化的客户需求。如果银行不能吸引并留住合适的

人才，这一努力将受到严重阻碍——掌握数字技

能的千禧一代员工希望工作的地方同样拥有他们

所重视的特点:灵活、敏捷和创新。除此之外，银

行要更深入地挖掘，找到具备这些素质的团队，

并在组织中高度重视这些团队。

其次，重塑品牌，与客户建立情感联系。

银行品牌必须传达实力和稳定的传统做法已经不

够了。年轻客户信赖在情感上有吸引力的品牌，

尤其是科技。银行需要仔细评估自己的品牌。在

保留品牌资产的同时，银行应该重新定位，重塑

品牌，吸引千禧一代，在数字时代进行有效的竞

争。银行业品牌转型的成功案例很少见。其他行

业的案例能够带来一些洞见，如消费品、消费电

子、豪华车以及航空公司。一些公司通过强调新

的价值主张重塑品牌，取得了成功。还有一些公

司专注于人性化的客户体验或独一无二的产品功

能。

最后，在振兴品牌或重塑品牌的同时，银行

还需要重新设计客户体验，体现并支持新的品牌

定位。零售银行拥有大量宝贵的数据，包括客户

与银行语音系统、网站、员工以及销售点的互动

数据。这些信息能够立即带来有关客户互动以及

如何改善的洞见，如语音提示不明，网页导航不

清。

在资本市场，银行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同样

达到提升客户体验的目的。问题在于投资银行倾

向于为所有客户提供所有产品，这对银行而言，

成本高昂，对客户也无益处。以客户为中心的方

法专注于客户层面的收入和支出，为客户提供合

适的服务，经济高效地满足客户需求。

更长远地来看，零售和批发银行应该投入资

源，更好地了解客户在银行多个接触点所经历的

旅程以及对体验的满意程度。针对零售客户，开

立活期/ 支票账户是建立长期关系最重要的决定

因素，部分原因是大约四分之三的交叉销售机会

出现在建立客户关系的前三个月。而就中小企业

客户和中间市场公司客户而言，申请信贷是最为

重要的一步。

然而，鲜有银行清楚这一客户体验究竟是

怎样的。新的软件能够分析上百万次的网页点

击、电话互动和网点拜访，进而了解客户的体

验以及体验的质量。然后银行可以重新设计流

程，做出客户能直观感受到的改变。图11 说明

了一家零售银行如何重新设计开户体验。重新

设计的流程中，很多实现了自动化和标准化，

最终形成数字渠道，提供直观的个性化体验，

在情感上吸引客户，而成本只有之前的一小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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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建设数字能力

打造一流的数字体验所需的技能和技术通常

都处于短缺状态。因此银行还需要专注于第二个

务实的变革:大规模建设数字能力。对银行目前的

竞争环境以及现有的技能储备进行评估，能够找

出应该专注的领域。有四个职能是许多银行将要

投资的。

数据和 IT 架构:数字化的大本营

随着数字化加速，数据成为更为宝贵的资

产。它是获取客户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估计

目前银行只利用了数据10%-20% 的潜在价值。

数字革命事关重大，银行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四

项举措至关重要:

设计数据治理和管理的新模式。银行应该明

确数据的责任归属，任命一位首席数据官。在所

有数据密集的流程中（包括预算和监管流程），

数据的责任归属应当明确。重新制定确保数据质

量的政策和方法。

从根本上创新数据技术和架构。一个顶尖的

数据基础设施是提取客户数据价值必不可少的引

擎。“数据湖”是适用许多银行的一个新兴的解

决方案。在数据湖中，各种各样的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的内外部数据集合在一起。数据输入时不需

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就像一个数据仓库）。由用

户在从“数据湖”中提取数据时定义规则。“数

据湖”与类似谷歌的搜索技术相结合，能促进银

行的重大变革，将数据用于各种目的，如市场营

销、风险和金融。银行还应该建立汇报引擎（例

如，基于语义技术）和临时的汇报能力。

升级数据整合与指标制定的程序。指标和报

告是决策的基础，它们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至关重

要。银行需要为所有用户（ 风险、财务、业务）

制定相同的数据整合和汇报程序，确保使用相同

的来源、数据定义、计算方法和业务规则。

按领域简化数据资产，促进各孤立领域之

间的整合。银行应该制定一个数据领域的分类规

则，通过这一规则统一厘清各孤立领域之间重复

的数据来源。例如，所有消费者业务和地区建立

一个单一的数据存储平台。同样的，银行还应该

整合职能数据的存储，提高一致性，例如，风险

融资数据使用共同的存储库。

运营：大幅削减成本

在危机的动荡之中，银行都在削减成本。

然而，成本迅速缩减的同时，新的成本也在增

加，尤其是在合规领域。现在很多银行仅仅满足

于成本上升和通胀相当。但以目前的成本基础，

这是无法赢得客户争夺战的。收入在缩减，但资

本要求保持不变，银行必须大幅降低成本收入比

（CIR）。

我们估算，市场上原有银行的成本比新兴竞

争者们高出至少25%- 30%，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更高。渐进式的成本缩减是不够的。

为了实现所需的规模，银行必须重新思考运

营的方式，尤其是在客户争夺战集中的贷款发放

和分销上。数字化将是最有力的武器，但仍有其

他手段可用，如简化产品组合;离岸外包、外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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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外包;IT 转型。在资本市场，银行可以设置机

构处理常见任务，如收集客户信息，从而达到节

约的目的。

风险管理：迈入机器时代

如果银行想要实现自己的数字化抱负，风

险管理需要更上一个台阶。未来十年，风险管理

将彻底不同。目前的大部分工作将被淘汰，而风

险分析和软件开发将变得更加重要。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即时自动信贷决策。诸多企业对信用评分

每天都在做出重要的进步，如阿里巴巴和亚马逊

（利用自己平台上的历史财务记录）、Kabbage

（利用包裹配送和社交媒体数据）以及BBVA 

Compass 和OnDeck 之间的合作（利用数据组，

包括现金流、过往信贷记录、供应商支付历史记

录、Yelp 等网站的点评记录）。

一些银行已经开始行动。在欧洲，已经有十

几家银行用机器学习技术替代了传统的统计建模

方法来处理信贷风险，从而使催收现金额提高了

20%。

分销：数据驱动型获客

进攻者十分专注于分销，即客户关系的所

在。为应对进攻者在成本和客户体验上的优势，

银行必须提供多渠道的无缝连接，利用技术和

分析手段改善客户体验，制定有客群针对性的定

价，找到途径建立与客户的情感联系，并且要远

低于目前的成本水平。机器学习能帮助银行更好

地了解客户希望购买的产品。例如，有些银行正

在使用这些技术，并将得出的结论做为建议提供

给客户关系经理。一些使用这些技术的欧洲银行

表示，新产品销售额增长了1 0 % ，资本支出节

约了2 0 % ，流失率降低了2 0 % ，流失率降低

了2 0 % 。银行通过为零售和中小企业客户设计

新的产品建议引擎，实现了这样的效益。银行还

建立了微定位模式，更加准确地预测哪些客户会

取消服务或拖欠贷款，以及应如何应对。

数字化的时机

一些银行家表示，许多人期望实现银行的

整体数字化，这可能会带来不合理预期的风险。

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时间。金融技术公司带来

的威胁与日俱增，但银行还有时间— — 目前是

的。在竞争变得过于白热化之前，仍有充足的时

间进行数字化——2-3 年。

管理数字化创新

历史上，大多数银行都没有集中化管理创

新。产品组以及其他团队的创意由部门主管批

准。只有少数机构有正式的委员会和流程来评估

新产品。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主要是因

为监管机构希望确保对新创想进行适当的风险评

估。因此，在2014 年，德意志银行宣布了一个

覆盖全银行的新框架，用于审批新产品，并对新

产品和现有产品进行系统性的定期评估。其他银

行也有同样的举措。

虽然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

数字化竞争的压力促使银行对创新进行集中化管

理，尤其是数字化创新。资源有限，而数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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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最为稀缺的。银行需要做出关于数字市场

平台的重要决策— —模仿竞争对手？与其合作或

收购？还是就无视？做出决策之后，银行可以相

应地为数字化项目分配资金、数字技能和领导。

图2 可以帮助银行管理数字创新。银行能在三个

时间维度上（当前、1-3 年、3 年以上）进行思

考，制定项目，确保每个时间段都能获得适当的

资源。

简单来说，三个时间段如下：

银行内部转型

一些项目必须进入快速通道，即刻执行。

很自然的，这些项目通常是改善内部流程和服务

的一些想法——银行最熟悉最容易迅速完成的任

务。这些项目可能包括将大数据分析引入风险管

理，客户体验内部工作的数字化，新的移动支付

解决方案。银行可以预期这一类项目大部分时候

都能获得成功。

在边界创新

银行可以在非银行的子公司里建立类似初创

企业的团队，或独立于IT 和正常业务职能的单

元。还可以设立孵化器。这样的小团队，不受母

公司的限制，可以落实在忠诚度产品、优惠券、

房地产等相邻行业方面与金融相关的想法。关键

是保持团队的小规模和独立性，以最快的速度和

流畅性进行运作。银行要精心管理孵化器，牢记

类似组织在网络泡沫中遇到的问题。建议银行对

这类想法设立50%-60% 的成功率。第一资本、

德国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瑞银等机构都已经

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实验室。

建立一家独立的数字银行也是一种选择，如 

Discover 、ING Direct、 i G a r a n t i 。如果 保

持独立，建立数字银行的成本不会稀释收益 ，而

且还会得到投资人更高的估值。

核心之外的创想

正如平安和其他一些公司，银行可以进入与

银行业务无关的数据驱动型服务，产生数字流量

和使用量;虚拟市场平台、MOOC 以及其他教育

服务，甚至是在线约会。虽然银行应付出切实努

力打造盈利的服务，但真正的效益来自于通过交

叉销售将这些新服务的客户带入银行。一系列彼

此间没有关联的数字创想能让银行接触到上百万

客户和上万的组织与企业客户。尽管这些尝试可

能像创投和私募投资一样只有20-30% 的成功

率，但一旦成功便能够大幅改善银行、甚至是大

型银行的分销渠道。

客户争夺战已经打响。我们希望本文能为银

行迎接挑战、建立更强大的组织和更健康的金融

体系提供一些有用的想法。

3、数字化生产力:挖掘银行业3500亿美元的

潜在价值

平台型企业的迅速崛起和消费者接纳新技术

速度的明显加快，正给银行业带来全新的数字化

挑战及机会。

麦肯锡预计，截至2025 年，全球银行业五

大零售业务（消费金融、按揭贷款、中小企业贷

款、零售支付和财富管理）中10~40% 的收入将

面临威胁，并且20~60%的利润将会消失，具体

数据因具体业务而变动。正如我们所见，零售银

行业务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利润率缩水。由于新

晋数字化企业的产品成本低、易操作，更容易招

揽顾客，银行将被迫压低价格。我们看到对公业

务和交易银行业务受到的冲击明显更小。

目前，我们对预测结果依然抱有信心，但我

们很可能低估了变革的速度。我们始料未及的两

大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平台型企业迅速崛起，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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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性;消费者接纳新技术的速度加快，使市场份

额变化超出预期。

最近两年，数字化企业和新型分析公司已在

全球各大市场占领了一席之地，银行大刀阔斧的

降本举措未能阻止利润下滑。2015 年我们就已

意识到平台公司正蓄势待发，但当时我们认为银

行业最大的数字威胁将来自于金融科技领域。事

实恰恰相反，银行业成功化解了金融科技企业的

攻势，并和一些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反而平台

公司强势崛起，不容小觑。

市场份额的变化十分显著。例如，在中国支

付市场，新晋数字化企业已赶超传统大型银行。

2015 年，数字化企业经手的交易额达到6.5 万亿

美元（2013 年仅为1.2万亿美元），超过了传统

银行6 万亿美元的线下POS交易额。同样，在中

国无担保消费贷款市场中，数字化企业的市场份

额已从2013 年的1% 飙升至2016 年的25%。在

共同基金销售方面，数字化企业从无到有，不到

3 年就狂揽了12% 的市场份额。而在印度，电子

支付和电商公司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4 年的

2200 万迅速壮大，直至目前的2.2 亿，同时信用

卡用户的增长则微乎其微。即便是在数字化程度

较低的英美市场，数字化企业在无担保贷款市场

的份额也在稳步提升。

到底发生了什么？多种因素叠加，不但加速

了数字化的进程，更拓宽了数字化的广度。且谈

技术，数据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高级分析工

具尤其是机器学习，正在最大化数据使用能力。

同时，计算成本也在迅速下降，每秒十亿次浮点

运算（gigaflop）成本在2003 年高达100 美元，

而在2016 年仅为0.08 美元。

应用编程接口（API）和微服务也让新的数

字化服务成为可能，应用这两种技术已经成为欧

洲各银行的重中之重，一部分原因在于《支付服

务指令修正案》（ P S D 2 ） 的相关规定。需求

也在增长。客户开始扎堆使用数字银行。麦肯锡

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15 年，数字渠道已在

多国赶超了实体网点。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数字渠

道能获得优质服务与卓越体验。

数字化企业自身也在变化。大多数零售业务

（ 投资除外）至少暂时已经得到充分发掘，金融

科技企业开始转战对公业务。麦肯锡Panorama

全景金融科技数据库追踪着1000 多家金融初创

企业。该数据库显示，这些企业中增长最快的业

务之一是为大型企业提供支付解决方案。零售银

行和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广泛的合作和收购进一步

印证，在零售业务上的圈地之争已经结束。现在

阵地已经转移至对公业务。渣打银行与泽汇资本

（GTC），苏格兰皇家银行与初创企业Taulia，

以及巴克莱银行和初创公司Wave 之间的合作表

明，当创新遇见规模，奇迹就有可能发生。金融

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领域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特别是在顾问服务方面。不过它们在

这些领域更多侧重的是支持和辅助传统银行业

务，而不是颠覆。

平台企业的崛起

金融科技企业对零售银行业的威胁或许正

在消减，但平台公司采取的新战略对传统银行来

说更具挑战性。通过打造统一价值定位、超越客

户期望的产品，数字先驱企业正在融合不同行业

的价值链，让客户减少花销，并简化操作过程，

给客户提供全新消费体验的同时，进一步吊足客

户对新产品新服务的胃口。这些企业不仅数据优

质，可供高效利用，更让银行忧虑的是，它们在

客户做出重大财务决策中往往扮演核心的角色。

以日本最大的线上零售商乐天（Rakuten 

Ichiba）为例。该企业提供忠诚度积分和电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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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顾客可以在其所有线上线下商店使用;其次，

向数千万会员发放信用卡;最后，还提供抵押贷

款、证券交易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该公司还

经营着日本一家最大的在线旅游门户网站，以及

一款名为Viber 的即时通讯应用，在全球约有8 亿

用户。同样，阿里巴巴也不仅仅是一家巨无霸电

商，它还是一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借贷机构、

支付公司、B2B 服务和网约车服务提供商。以即

时通讯软件发家的腾讯也在向类似的领域拓展。

而亚马逊面对竞争，则开始进军云计算、物流、

传媒、电子消费品领域，甚至发展传统实体零售

业，以及中小企业借贷及保理等业务，令对手们

应接不暇。

这些企业正在模糊传统行业之间的界限。凭

借其卓越的客户体验，它们可以向忠实顾客群体

销售品类更加丰富的商品。许多行业的制造端正

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因为平台型企业越来越多地

主宰多种业务的销售端，能够在单一平台上提供

品类繁多的产品和服务。

若平台企业也能成功地把银行业务分为“制

造”和“分销”两个环节，并发现在两个部分的

盈利比例，传统银行将承受巨额的损失。传统银

行业务的“制造端”，即核心业务融资与借贷，

贡献了53% 的行业收入，但仅贡献35% 的利

润，净资产收益率为4.4%。而“分销端”，即

银行产品的销售，则贡献了47% 的行业收入和

65%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高达20%。随着平台

企业将触角伸向银行业务，它们瞄准的一定是能

带来丰厚回报的分销业务。并且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在经销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

世界各大领军平台近期纷纷出招，表明它

们已经开始实施上述策略。比如，苹果启动苹

果支付（Apple Pay），腾讯和阿里巴巴推出更

多服务，亚马逊也推出Amazon Go，收购全食

（Whole Foods），并在欧洲提供在线汽车搜索

服务;其他领军数字化企业也纷纷发布进军新领域

的消息。电信企业也在扩张，Telstra 和Telus 都

开始进军医疗业。我们还看到平台扩张过程中的

企业联合，比如谷歌收购了初创企业Waze，微

软则收购了领英（LinkedIn）。

地位下降但绝对没有出局

随着平台企业扩张战略的展开，银行家们

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挑战已经到来。一位银行家表

示，“将来有一天，我问我的两个孩子，‘你

们用的什么银行？’而他们可能会说，钱存在汇

丰，不过很喜欢用亚马逊的前端进行各种操作。

这些可能就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新现实。”

同零售、日用杂货、传媒、发电等行业的高

管一样，银行业高管们也已认识到了来自“数字

天启四骑士”的威胁，尽管这个称呼也许有些夸

张（见图1）。首先，最明显的威胁是，银行正

在经历客户脱媒。其次，银行长期以来提供的是

一体化服务，亏本提供诸如支票和储蓄账户这类

产品，来吸引客户使用其利润丰厚的其他服务，

诸如借贷。

但是现在，银行产品和服务开始解绑，这

就给传统业务模式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三个威胁

是由更高的价格透明度和商品相似性导致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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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后一个威胁在于，随着顾客越来越少使用

银行服务，他们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开户银行，银

行品牌存在感尽失。

这些趋势对传统银行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

验。它们在匹敌数字银行成本方面尚力不从心，

与数字化企业竞争更是捉襟见肘。很多数字银行

的获客成本仅为传统银行的一半，有时甚至更低

（例如在中国，数字银行的获客成本往往只有传

统银行的五分之一）。而且，数字化银行可以快

速扩大规模。在短短几年内，一家数字化企业就

可以从鸡尾酒纸巾上的草图变成坐拥上亿客户的

公司，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Kakao 银行是韩国的一家纯数字化银行，据

称，该银行开业头四天就获得价值5350 亿韩元

（4.7 亿美元）的存贷款业务。到第五天，其账

户数量即超过了一百万。

银行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分岔路口。我们预

计，沿现有发展轨迹，加之利率上涨和其他利好

因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到2025 年可达9.3%，

仅略高于现有水平。但，如果数字化冲击如我们

预期般强烈，且银行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净资

产收益率将跌至5.2%（见图2）。造成下跌的大

部分原因源自零售、支付和资产管理方面的利润

率压缩;对公业务只会受到轻微影响。

产业规模的数字化:势在必行的新趋势

平台企业的威胁切实存在且必须面对，但

我们认为还不至于关乎全球银行业的存亡。银行

业的悠久历史有力地证明，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不

会消失，而提供融资服务永远有利可图。不同的

是，当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银行业可

能还需很多年才能恢复盈利能力。

作为应对措施的第一步，银行可在未来3 到

5 年内采取一系列举措，夺回原有客户，提升生

产效率，并运用数字化工具实现产业化运营。总

的来说，银行可采用与数字化公司相同的技术，

来达到上述目的，以此提高收入，改善资本使用

率，尤其是削减成本。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全

行业都采取上述措施，生产率的改善会带来7000 

亿美元的盈利，到2025年就能将行业的成本收入

比从现在的54% 降到38%。现在数字化程度一

般的银行，如能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其净资产

收益率将提升5 个百分点。

当然，7000 亿美元是对全部潜力的估算。

期望每家银行都进行必要的转型是不现实的;并

且，部分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增益无疑将会因竞争

而消失。因此，我们将估算结果打个对折，如果

应对得当，到2025 年，银行业将额外增收3500 

亿美元。

技术进步让一切都变得可能。这给银行提供

了重新打造数字化时代核心产品的新机遇。机会

很多，并且遍布各处。在此，我们重点列出对大

多数银行而言最具潜力的七大机遇。根据我们的

经验，银行在以下领域能将生产效率提40~60%:

■  培养数字化营销技能

■  重塑分销架构

■  使用数字化和分析工具，提高销售效率

■  通过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实现运营产业化

■  利用数据和分析，重新设计贷款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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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云计算，开放API 和其他关键技术

■   打造敏捷组织

（七大机遇的具体内容参见原始报告，可通

过文末获取下载途径。）

规划数字化转型

当银行考虑上述7 项举措的潜力和相关性

时，还必须考虑如何付诸执行。银行可以一次采

取一或两项举措，再逐渐增加。

事实上，这可能是小银行的唯一选择。它们

必须格外小心，不能狭隘的让某个举措只服务于

相关职能;如果银行组建一个跨职能团队，将会更

加强大。

对于拥有更多资源的大银行来说，要想发

展得更好，就要同时执行上述所有数字化转型举

措，全面覆盖银行前、中、后台所有业务。很多

银行都想改头换面，向数字化转型。比方说，一

家大银行重新设计了10 个重要的客户旅程，并

利用“ 数字化实验室”和敏捷组织，实现了数字

化。在过去的五年里，自动化使100 亿美元的总

成本减少了20%。

当然，这种项目颇具挑战，且必须由高层领

导，保证工作重心并控制质量，但效果明显，影

响深远。同时，这一方法还有潜力从组织结构、

心态与文化等各方面推动银行系统性的变革。

这一切都能将数字化推上风口浪尖。但即

使银行业充分利用数字化的力量（虽然没有这个

可能性），每年最低收益达到7000 亿美元，净

资产收益率为10.2%，也仍然不是很吸引人。

对大多数银行来说，这差不多只相当于股本成

本。更现实的是，只有一半的预期会实现，因

为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够做到，并且，市场

竞争也会消耗部分收益。由此每年只会实现

3500 亿美元增收，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增加约

2.5 点，达到7.7%，这远远低于股本成本。在

全球银行业面前，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挑战浮出

水面，且比以往更加来势汹汹。

4、解密全球金融科技的十大趋势

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增长是衡量颠覆规

模和速度的重要指标。2018 年，全球金融科技

风险投资总额预计将高达308 亿美元，较2012 

年增加283 亿美元（图1）。不少金融机构以投

资者身份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并通过合作实现

协同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的投资规模越来越

大，平均交易规模几乎比全球均值高出一倍。不

少金融科技公司的高估值也引来众多关注:去年，

众安保险IPO 估值达110 亿美元，吸引了不少眼

球;而蚂蚁金服正在启动Pre-IPO 轮融资，完成后

公司市值将达1500 亿美元。

然而，庞大的投资总额却让人忽略了暗流涌

动。能够上新闻、博眼球的都是有关交易规模、

IPO 以及最新“酷炫”（且通常是受追捧的）技

术的内容，流行热词比比皆是，难以区分现实与

炒作。这些投资数据也无法体现老牌企业的反击

和回应。

目前市场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有四种定

义，各自看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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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s）是指

试图使用全新方法和创新科技进入金融服务领

域的新入市者、初创公司和颠覆者。它们意图

打造类银行的经济模式，获客成本是其主要挑

战。

定义二：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s）是指正

在通过重大技术投资改进服务、应对竞争威胁和

捕捉投资合作机会的传统金融机构。

定义三：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s）是指由

通过金融服务巩固客户关系的技术公司所构成的

大型生态圈。它们的公司规模优势可以规避定义

一中提到的获客成本挑战，因此可以直接进入金

融服务领域（如蚂蚁金服），也可以与老牌企业

合作（如苹果支付）。

定义四：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s）是指向

金融机构销售基础设施的供应商，帮助金融机构

变革技术堆栈，实现数字化和现代化，改进风险

管理和客户体验。

麦肯锡认为，这四种定义下的金融科技公司

面临截然不同的商业前景。从能力差异化的角度

来看，基础设施供应商型金融科技公司的成功概

率可能高于颠覆型金融科技公司，因为后者必须

解决获客成本这个问题才能实现业务模式扩大。

随着金融科技在各大市场逐步推进，传统型金融

科技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来自大型科技生态

圈型同业，后者的举措将构成一定定价和利润率

压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金融机构大力投资构

建数字化产品和技术能力，转型成为技术驱动型

金融科技公司。

全球十大金融科技趋势

（1）各地区实现颠覆的难度不一

在颠覆型创业公司中，能做到销量和收入

临界规模的较少，而实现盈利的则更少。新成

立的创业公司获客成本太高，而对那些试图

强势进入贷款业务的企业来说，资本成本和资

产负债表规模限制可能非常大。与其他行业类

似，无论是小公司还是大型科技公司，在市场

规模、结构和监管要求等方面面临的地区差异

深刻影响企业的颠覆力。中国的监管体制更宽

松，这也促成了蚂蚁金服等科技巨头构成的生

态系统直接进入、重塑了财富和资产管理模

式，这在美国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对于那

些被动应对的传统企业来说，监管多少是一种

很有力的保护措施。

由于各国内部以及欧盟等区域集团内部监管

较为复杂，可能会造成颠覆者在区域内“ 赢家通

吃”的局面。因此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在每个地区

加大投资合规，而不是试图“一步走向全球”。

拿汇款业务举例，某欧盟成员国的监管审批可以

在其他27 个欧盟成员国通用，此举能鼓励许多英

国初创的跨境支付公司率先向邻近的欧盟国家扩

张，省下监管开支。向美国扩张除了需要额外的

监管投入，还需要获得各州政府的汇款许可，导

致在美国扩张的欧洲运营商面临更加繁琐的监管

流程。

随着金融科技市场的日益成熟，那些已成

功在区域立足的颠覆者最终将会瞄准国际市场。

颠覆者在进入新市场前必须适应新的市场动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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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规，承认地区差异，谨慎选择合适进入的

“战场”。

（2）人工智能代表的是有意义的迭代进

化，而不是巨大的飞跃

人工智能及其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应用已经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并没有多少可以推广应

用的独立人工智能用例。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

的像机器学习这样的高级建模技术对金融科技中

的传统分析技术进行补充。人工智能前景光明，

但可能更像是一种迭代进化，而不是以新数据源

和方法为行业带来大步跃进的技术。

许多信用承保颠覆者声称已经实现人工智

能分析替代海量数据来源，覆盖手机号码到社交

媒体，但尚未取代传统的信用承保方法。同样，

在许多情况下，类似还款历史的传统标记在预测

信用方面仍然要优于社交网络聊天记录，尤其是

在信用记录和信用机构体系较成熟的市场。消费

贷款平台越来越多地采用迭代式机器学习方法稳

步改进业绩，而不是一步跨越到新的人工智能方

法。

最终，在短期内能够推广和盈利的获胜者可

能不是那些建模方法最新、算法最复杂的公司，

而是那些有能力把先进分析和独特数据源与现有

业务基础相融合的公司。

（3）执行力和可靠的商业模式将逐渐超越

单纯引进技术

金融科技创业公司一直将“ 把事情做完”奉

为箴言，最优秀的创业公司已发展为可以快速交

付产品和营销活动的执行机器，无需进入新的技

术领域。数据驱动的迭代加上早期和持续的用户

测试，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强劲的产品市场。

虽然引入新技术振奋人心，但执行的复杂

性和需求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交货时间漫长，几乎

没有机会确认业务模式。以跨境汇款市场为例，

该市场一直由大型老字号企业主导，例如西联汇

款（Western Union） 是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公

司，金融科技公司在国际汇款这个市场上不惜重

本宣传，却仍然没有一家基于区块链的转账公司

做到了能与TransferWise 匹敌的规模，后者在传

统支付框架上建立了数字业务。作为业内最成功

的颠覆者之一，TransferWise 重点关注良好的用

户体验和独特的营销活动，实现快速增长并成功

颠覆该领域。

另一个超越单纯引进技术的案例来自华尔

街。2016 年，高盛的在线借贷平台Marcus 以

意外搅局者的身份进入了消费金融领域。时至今

日，这家刚创办两年的公司面向美国民众放出的

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30 亿美元。在如此优异成绩

的背后，高盛持续关注平台发展，利用成熟的数

字销售、营销技巧以及传统的计分方法，助其在

短时间内成为领先的消费金融提供商。

（4）资金选择更谨慎，业务基本面审查更

严格

投身金融科技创业热潮多年后，投资者越来

越谨慎。尽管总体融资仍处于历史高位，但全球

各地的科技投资者越来越重视规模和利润成长性

较好的成熟企业，不吝投资。根据TechCrunch 

数据显示，尽管风险投资总额有所增加，但2017 

年早期，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交易数量只有

6000 笔左右，较2014 年的峰值1.3 万笔减少了

一半以上。在融资门槛不断上升的环境下，盈利

模式不清晰的公司正面临着风险。

一些知名多金的金融机构尚未开发出可持续

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快速找到一条收入更可观

的道路，以便未来继续吸引资本，这一点在挑战

型数字银行中尤为明显。一些公司已经筹集了大

量资金，但仍难有效盈利。还有一些公司由于许

可证和监管方面的复杂性，在经过一段较长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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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期后，仍未能开发出经常账户产品。

许多小规模颠覆者需要长期、大量的基础设

施投资方能产生收入，而要消费者真正接受创新

的商业模式需要时间。有不少人已经充分意识到

了这一趋势，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创新手

段寻找替代资金来源。例如，一家叫Ripple 的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 年，

迄今为止已募得9400 万美元融资。Ripple的自有

专利加密货币XRP 可以作为传统风险投资和私募

股权融资模式的替代资金来源，虽然尚未在行业

内大规模普及，但Ripple 积极主动地通过大量“ 

概念验证”展示其加密货币的能力，而桑塔德银

行（ S a n t a n d e r ） 最近就发布了一款基于

Ripple 的跨境支付应用。这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

案例。

（5）良好的用户体验不足以构成安全网

以前银行的网站比较繁琐，又没有移动设

备兼容版本，给颠覆者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新晋公司可以通过开发一款可用性强的应

用，以良好的用户体验（UX）赢得客户。然而

这种黄金时机并非一成不变。大多数的金融机

构已完成零售用户体验转型，它们的移动应用

设计一流，功能全面。良好的用户体验已经是

一种常态，客户需求正逐渐转向越来越多样的

金融科技产品。

Robinhood 推出了一款能够简化股票交易的

零佣金移动应用，简单易上手、用户体验极佳。

一开始，公司通过用户账户现金余额投资获得

收入，此后公司不断创新，在2016 年底推出了

“Robinhood Gold”付费服务产品，每月最低只

需10 美元，即可开通保证金和非正式交易时间外

交易功能，深受客户青睐。

当然，光是靠简单、易用和免费已经不够，

新晋初创企业要不断推出更有力的防御措施与老

牌企业抗衡。

（6）老牌企业逆袭反击

在2015 年的致股东信中，摩根大通首席执

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 i m o n ） 宣布“ 硅

谷来了” ，他明确在信中表示:“ 初创公司正在

研究传统银行业的各种替代方案”，而银行也

“有强烈合作意愿”。

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不再只是旁观者，而

是已经开始用各种方法改进其产品或服务。例如

富国银行（Wells Fargo）最近增加了一项业务预

测功能，对账户信息和客户行为进行分析后，可

通过多达50 余项提示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财务

指导和洞见。

尤其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老牌银行在最

初面对金融科技入侵者时反应迟缓，多少是由于

担心其稳固的传统业务遭到蚕食。但这些传统银

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已经有不少企业涉足金

融科技，在非核心业务或区域性业务试水数字产

品。

高盛推出的消费贷款平台Marcus 或许是投

行进军数字领域的最著名案例。智能投顾也是老

牌企业反击的一个领域，瑞银在部分市场推出智

能理财平台Smart Wealth，实力进军提供简单理

财服务的智能投顾领域。2017 年，摩根士丹利

在美国推出了数字财富管理平台Access，最低投

资门槛为5000 美元，美林银行也于同年推出了

类似产品。

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和先锋集团

（Vanguard）是最早一批积极应对“智能投顾”

趋势的金融机构，它们利用一些客户资源在过去

几年迅速发展。要推出这些产品，传统金融机构

还需要在内部培养人才、能力、结构和文化。如

图3 所示，颠覆者当前的资产管理规模比传统金

融机构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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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颠覆者与老牌企业合作越来越多

前文提到，杰米·戴蒙（Jamie Dimon）

在信中所书的“强烈合作意愿” 绝非妄言。他

在2017 年的致股东信中详细阐述了大摩的数字

战略，并指出与颠覆者合作是银行提供产品服

务和客户服务方式的关键，如大摩与OnDeck、

Roostify和Symphony 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

荷兰国际集团（I N G）是另一家通过合作创

新的银行。该银行为比利时的一家初创企业启动

了金融科技村（Fintech Village）加速器项目，并

委派一名全球金融科技主管专职负责监督推进相

关战略。2017 年，ING成立了资金总额达三亿欧

元的ING Ventures 基金，专注于金融科技投资，

并在过去三年与115 家初创公司开展合作，同时

与其投资的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例如，通过

投资借贷平台Kabbage，ING 将其业务与该平台

相结合，在欧洲各国推出中小企业贷款服务。

这一趋势在中国也相当明显，独特的互联网

金融格局催生了大型金融科技生态圈，这一点异

于欧美同业:中国金融机构不是与颠覆者合作，

而是与大型科技生态圈参与者合作。2017 年中

国四大行都至少与一个生态圈参与者建立了合作

关系。中国银行与腾讯建立了金融科技联合实验

室，而中国建设银行、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则共

同签署了一份三方谅解备忘录，共商如何将银行

体验数字化。

各方均可通过这种合作模式进行能力互补从

而受益:创业公司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风险承

受能力，在应对市场变化时更加灵活多变; 大型

生态系统参与者基于核心互联网业务拥有庞大的

粘性客户群，适合开展交叉销售;老牌金融机构虽

然长期积累了大量客户数据，但对待核心业务却

更加谨慎——随着金融业部分领域越来越规范，

老牌企业的合规和监管能力将更有价值。

（8）基础设施金融科技公司高收入，但销

售周期长

企业部署的IT 堆栈如同一个巨大的叠塔，

由许多模块堆积而成，有些是现成的，有些是内

部开发的。类似积木游戏，移除或替换IT 堆栈的

模块并不容易，过程不仅复杂，还常常伴随着风

险。数字创新往往受到已有IT 基建，尤其是核心

银行系统（CBS）的阻碍，变更成本较高。这就

给行业颠覆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选择成本效率

高、部署灵活的云。

近年来诞生了数家CBS 金融科技公司，试

图在200 亿美元规模的CBS 市场分得一杯羹。

就像在“淘金热”时期向淘金者提供镐和铲子

的人一样，这些初创公司的初衷不是要颠覆老

牌企业，而是要在一个更模块化、开放API 的环

境下帮助老牌企业提升技术实力。据麦肯锡估

计，近80% 的金融机构将在未来5-10 年更换

CBS。不过就目前而言，CBS 金融科技公司只

成功吸引了小型或新兴银行的注意。2017 年，

荷兰银行（ABN Amro）在荷兰推出了数字银行

New10，使用了专注于打造基础设施的初创金

融科技公司Mambu 开发的核心银行系统。维珍

金融（Virgin Money）与另一CBS 初创企业10x 

Future Technologies 在英国推出了数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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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销售周期长、风险规避等因素，CBS 

金融科技公司与大型金融机构面对的可能是一场

硬仗，尤其是在与核心基础设施变革同等重要的

领域。对于缺少必要的业绩与合规记录的初创企

业来说，大银行供应商合同签署或应用程序的采

购和注册流程会是个挑战。

鉴于大型老牌企业的风险规避性质，在中短

期内，金融科技公司可能将继续对准颠覆者（比

如数字挑战者银行）和老牌企业的非核心领域。

虽然这些客户可能没有雄厚的资金，但他们可以

帮助CBS 金融科技公司证明其理念的可行性，打

响名气，迭代产品，瞄准更大的潜在客户。

（9）公开市场恐慌局面持续

金融科技颠覆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决定

是否上市。虽然投资者和员工都希望变现，但许

多金融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可能更倾向于继

续在非公开市场融资，避免上市负担。

有些金融科技公司上市后遭受重创，进一步

为金融科技公司“上市”这一选择蒙上了几分灰

色。P2P 借贷是金融科技公司中最早上市的行业

之一，而不少顶尖的P2P 借贷金融科技公司自从

迈入公开市场后估值暴跌。包括人人贷、趣店、

宜人贷、和信贷和信而富等许多中国的P2P 借贷

金融科技公司纷纷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但

其中不少公司上市以来表现十分糟糕。受中国不

良贷款和不利监管报告的影响，一些公司随后的

股价远低于其首次公开募股价格。

随着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不断扩大规模并逐渐

实现盈利，在考虑首次公开募股之际，高管们需

仔细研判，在更大流动性和公开业务数据、接受

监督之间做出取舍。

（10）中国金融科技生态圈日益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科技生态圈的结构

与欧美差异巨大。欧美颠覆者通常只关注一个垂

直领域，比如支付、借贷或财富管理。例如，美

国的PayPal 和Stripe 主攻在线支付;Betterment 

和Wealthfront 专注数字财富管理;LendingClub 

和SoFi 则提供另类借贷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通常是科

技巨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生态系统覆盖整个

价值链。例如，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提供一站式

B2C 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其产品包括针对在线支

付的支付宝、针对投资的余额宝、针对数字银行

和借贷的网商银行。同样，腾讯也通过财付通、

微众银行等提供全方位的数字金融服务。

这些生态系统功能强大，可帮助科技巨头获

得大量数据，进一步开发完善产品服务。例如基

于用户群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提供定制服务，基

于社交媒体档案（ 腾讯的微信应用程序）或消费

行为（ 阿里巴巴的天猫和淘宝网）完善风险评估

等。

独立的非生态系统参与者在中国是否有机

会成功呢？虽然中国的独立金融科技公司相对较

少，但能够声名鹊起的也绝非芝麻绿豆的小玩

家。在移动支付领域，拉卡拉远落后于支付宝和

财付通，但据媒体报道，其估值高达16 亿美元。

另外，专注于金融科技借贷的机构趣店和拍拍贷

均于2017 年上市，IPO 市值分别为79 亿美元和

39 亿美元。

麦肯锡认为未来有两大关键因素将推动中国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首先，大型生态系统参与者

会坚持把科技作为金融服务产品发展的关键推动

力，并提供“金融科技即服务”产品，推动国内

众多中小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发展。

其次，政府监管的加强会逐渐把规模较小、

不合规或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淘汰出局。过去一

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支付、P2P 贷款到智能投

顾等行业的控制，预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麦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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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认为，行业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进一步整合，

对那些试图主导市场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无疑是

个好消息。

金融科技在过去几年突飞猛进，并且还将持

续快速变革。随着新赢家的出现以及当前市场领

导者逐渐成熟和多样化，本文所陈趋势可能很快

受到颠覆。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无论是通过提升自身

内部能力，还是通过外部合作或收购，都必须主

动回应金融科技的颠覆。对于金融科技投资者而

言，在资本配置上须更加谨慎，因为一些行业和

公司在这波浪潮的最后阶段将开始破产倒闭。对

于金融科技颠覆者而言，成功之路谈何容易。随

着金融科技市场越来越成熟，只有为客户提供真

正价值的公司方能存活。对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赢家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丰厚回报。

5、攻守之道:赢得无边界经 济竞争的胜利

数字化大潮即将颠覆传统行业边界，未来的

商业世界将由数字生态系统构成。企业应采取何

种攻守之道，才能制胜未来？

乐天市场是日本最大的线上零售平台，它

发行了可用于几十万家实体及虚拟店铺的电子货

币，也提供了会员积分。同时，它向上千万名会

员发放了信用卡，并为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

证券经纪等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与此同时，

这家企业运营着日本最大的旅游门户网站，麾

下还拥有一款高达8 亿全球用户的即时通讯软件

Viber。乐天市场究竟是一家零售企业，还是一个

金融机构？其实怎么说都没错，你甚至还可以给

它很多不同的名字。它就像亚马逊和腾讯一样，

很难以传统业态的概念来归类，亚马逊的业务涉

及到电商、云计算、物流、消费电子等各个领

域，而腾讯的业务也包括社交媒体、电子游戏、

金融服务，他们都几乎无所不包。

诞生于数字时代的新兴企业往往很难归入任

何一个传统行业，它们似乎是天然的创新者。传

统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内竞争的可能性极低，更

不要说同时在每个行业中重塑新的模式。技术的

发展推动了行业诞生、消亡、彼此合并，我们这

代人有幸见证了行业概念的不断变迁以及跨行业

竞争格局的剧变，例如，银行业就是在整合了货

币兑换、商人银行、储蓄银行、保险箱以及其他

服务之后诞生的;超市也是将过去分散的零售店铺

加以整合，形成的巨型“杂货铺”。这些行业变

革创造了新的竞争对手，带动了大规模的财富再

分配和经济格局重塑。人们以前还会惊呼:这简直

是颠覆性的变革!但今日，颠覆早已司空见惯。

不过，如今的确出现了越来越多前所未见的新事

物。数字革命在过去几年间推动摩擦成本与交易

成本的降低，近年来随着海量电子数据的剧增、

移动端界面广泛普及、人工智能（AI）技术不断

进步，变革正在持续加速。数字化大潮的力量正

在改变客户的期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塑

造了几乎每一个行业的边界。

我们不妨先看看客户的期望发生了哪些变

化。数字创新企业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为

客户提供了一套全渠道的价值主张，大大丰富了

客户能够获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把客户所需的

产品和服务整合到单一界面。这些企业抓住且弥

补了价值链上的客户痛点，降低了客户成本，打

造了全新的客户体验，而且将客户的“胃口”吊

得越来越高。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几种零散的业务一

旦无缝整合起来，便能立即释放出规模惊人的协

同价值:看看我们衣袋里的智能手机、云存储中的

音乐与视频、腕间的智能手表和卧室里的电视就

会恍然大悟。再比如，拥有8，900 万用户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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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医疗平台“平安好医生”，这个平台由深受消

费者信赖的平安保险公司运营，致力于推动医患

沟通。患者不仅可以在线挂号，还能以图片或视

频形式上传医疗资料，以获得在线诊断和治疗建

议。以前患者或许需要多方奔忙好几周时间，现

在只要在一款手机APP上操作几分钟就能完成看

病。

如今，那些非数字化的传统企业也意识到行

业外潜伏的危机，开始认真思索跨行业发展的机

会。麦肯锡最近以高级分析为主题，访谈了全世

界各地来自37 个行业的300 名企业CEO，足有

1/3 的受访者将跨行业发展列为最关心的议题。

很多CEO 对“不少行外企业对我的客户了解很

深，甚至远超过我”深感焦虑。我们也从研究中

发现，很多曾经只把自己视为控股公司的大型企

业集团近年来也纷纷迈出了数字化的第一步，开

始建立企业级消费数据湖（data lake），通过整

合数据库获取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客户洞见。尽管

这些企业必须遵守隐私权相关法规，但数据集与

数据源正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围绕数据的崭新

跨行业竞争正初见端倪。

这些征兆是否预示着每一家企业都会经历变

革？那也不尽然。人们依然会光顾小区里的商店;

重工业企业虽然可以从技术进步中收益，但每天

还是要加工原材料;那些数字行业之外的企业也将

继续依靠创始人与员工的聪明才智，为日益多元

化的客户偏好与需求而服务。很显然，数字化浪

潮不会改变一切，也不可能改变一切。

但数字化对于竞争格局的影响已经非常深

刻，企业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随着行业边

界日趋模糊，企业的CEO 必须面对意料之外的、

来自陌生企业的竞争压力。新环境意味着新规则

以及对新能力的要求，同时这一新环境对数据的

依赖可谓前所未有。CEO 们最关键的任务在于保

持企业现有的优势地位，也要努力抢在对手之前

占领先机布局其他行业。换句话说:十年之内，企

业制定业务模式时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传统的

行业内对手，更要思考自身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多

元竞争的“生态系统”中实现有效增长。

由数字生态系统构成的崭新商业世界

新一轮竞赛即将鸣锣开场，我们相信，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行业以更新、更广泛、更有活力的

形式彼此融合，形成各种各样的数字生态系统。

而在这样一个布满生态系统的世界中，以客户为

中心的运营模式已经高度成熟，用户可以从单一

端口获取丰富的产品与服务，全程都不必脱离这

个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也将能够具备

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化行业解决方案的能力。这

些企业之间将建立商业性的契约关系，双方用纸

质或电子的方式，正式约定各种交易细节、提供

的服务，以及其他的生态系统数据的治理规则。

除了重新定义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关系之

外，数字化也在日益降低交易、计量、维系信任

等活动的摩擦成本，重塑旧有的行业边界。80 多

年前，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提出，各个企

业建立行业边界的基础是对交易成本的权衡——

如果企业从公开市场购买某项产品或服务的成本

高于内部生产/ 供应所产生的管理、协调及其他

事务的总成本，企业就会选择从内部供应。由于

数字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企业得以用更低廉的

价格将业务活动外包出去，并因而促成了生态系

统中更丰富、更专精的合作关系。

客户的期待不断提升

反过来，生态系统中这些新的合作关系也

能更好地满足与日俱增的客户需求。移动互联

网、高级分析技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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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都使消费者越来

越期待能在瞬间获得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解决方

案。生态系统中那些平台企业用数据贯通了一

切，把所有潜在生产者与潜在客户对接起来，

甚至不等客户开口就精准地预测出他们的需

求，这种服务已经蔚然成风。一个企业越了解

自己的客户，就越容易提供一体化的端到端数

字化体验;而一个企业通过生态系统向客户提供

的产品越丰富，它累积的客户洞见就越多。这

一类典型企业包括数字化先驱亚马逊和英国公

用事业企业森特里克（C e n t r i c a），这两

家企业都已将各自的产品和服务深深嵌入了客

户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森特理克旗下的子

公司Hive 致力于让用户通过任何一件移动设备

均可实现远程控制智能家居设备。

由于行业边界正在快速变迁和消亡，企业

要想打造深刻的客户关系，不能抱着“ 一劳永

逸”的想法。企业必须投入大量时间，才能让产

品和服务全方位融入客户的日常生活。同时，由

于数字技术降低了用户的切换成本，也提高了

价格的透明度，因此需要花更长时间维持客户信

赖。有一个趋势已经日渐明显:数字企业将消灭

价值数十亿的生意，但只产生数百万的价值，有

大量红利在数字化过程中让渡给消费者，与此同

时也会诞生全新的工具与技术，例如可用于多设

备环境下的智能聊天机器人，以及用人工智能技

术强化机对机（ M 2 M ） 通信能力。但需要注

意的是，仍与部分维护客户关系的核心要素却无

法用任何分析技术来实现，例如品牌实力、沟通

口吻、产品与服务在消费者心中激发的“情怀”

等。

行动起来推动生态圈战略

随着消费者对无缝式客户体验越来越期待，

全球各领先企业近几年的战略举措中均体现了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例如，苹果推出了Apple 

Pay 支付服务;腾讯与阿里巴巴都拓展了线下服务

范围;亚马逊决定实施Amazon Go、收购高端超

市品牌Whole Foods、在欧洲提供线上汽车资料

查询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其他的领先数字企业也纷

纷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扩展服务范围。例如澳大利

亚联邦银行开展围绕住房与B2B的服务，mBank 

设立了B2C金融超市，平安围绕医疗、住房、汽

车金融等都已经行动起来。电信企业如Telstra 与

Telus 携手进军医疗生态系统，零售企业如星巴

克积极拓展提供数字内容、移动端的预订下单及

无缝支付。工业巨头也不甘落后。通用公司计划

将分析能力打造为新的“核心能力”，而福特已

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一家移动出行公司”，而不单

单是轿车和卡车的制造企业。我们也看到了生态

系统理念推动的优势互补合作，例如谷歌收购

Waze 和微软收购领英（ L i n k e d I n ） 的行

为。假如我们十年后来回顾今日，恐怕会觉得如

今很多的举措都像婴儿学步那样幼稚，但这些举

措都印证了各个企业的战略决策者对于一个崭新

的生态圈世界的预见。

这样看来，似乎会陷入这样的结论:大张旗

鼓地搞收购，就是布局新产业，打造生态圈的秘

诀。其实错误的大收大购很多时候会严重损害企

业的价值。为了不在新的生态圈世界中丧失地

位，企业的领导者应牢记:必须从企业的核心价

值主张出发，发挥独特的竞争优势，塑造最根本

的人才与组织需求，以及将这一切与数据和科技

融为一体。这就要求领导者从战略的层面进行思

考:在未来的产品与服务有机结合的商业世界中，

企业究竟能向客户提供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

是我们在上文反复讨论的行业生态系统的组成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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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行业的价值岌岌可危

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经济曲线和监管框

架，我们预计在全球范围内，在未来十年内围绕

零售及机构业务领域产生的全新的生态系统将出

现在12 大传统产业之中。要断言它们的最终形态

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认为可能近似图1 中的某种

形态。

这些生态系统的实际形态与构成将因国家

和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既取决于监管规则，

也取决于文化习俗、品位等更微妙的因素。以

中国为例，我们观察到由于中国市场有一大批年

轻的数字化消费群体、无数低效的传统行业以及

一个相当强大的监管当局，这些因素共同催生出

了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些巨型企

业很适合在中国市场发展，但目前尚未成功扩展

至世界其他地区（参见附文:“统计数字里的中

国”）。

统计数字里的中国

中国拥有独特的监管环境、人口特征和发展

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的现代化和数字

化进程重叠发生，因此中国的跨行业融合正在加

速发展，产业边界日渐模糊。下面这些数字将向

我们直观展示数字时代的生态系统可以发展到多

大的规模，以及在其他国家企图发展出类似阿里

巴巴、百度、平安、腾讯等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

话，可以借鉴的商业模式。

生态圈可创造的价值总量极其惊人。根据世

界银行的预测，不出十年，全球商业总收入将突

破190 万亿美元。若包括B2B 和B2C 商务模式在

内的数字发行价值总额届时可占据全球非生产部

门经济总额的一半，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到2025 

年，突破传统行业边界重新分配的价值将超过

60 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全球经济总收入的

30%。如果以标准利润率为基础推算，这将意味

着生态圈将影响全球高达11 万亿美元的总利润。

若扣除约10 万亿美元的权益成本之后，还将产生

1 万亿美元的经济利润1。

展望未来

我们无法确定上文的这些价值将如何在企业

与消费者之间分配，更无法细究各个行业、经济

部门以及单个企业之间将如何分配价值，也不清

楚政府是否会从中干预，干预的力度又有多大。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目前采取或计划采取的种种

措施都是防御性的:即利用数据和客户关系守卫

自己的核心利益，避免新兴企业后来居上。随着

传统企业与新兴数字企业努力巩固优势并寻求拓

展，生态系统必将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下去，不

断为我们带来惊喜。下面我们将择取三个行业，

简单审视一下它们的发展趋势。

1. 零售消费市场

如今，零售消费行业已被永久改变了，在淘

宝、亚马逊、eBay 等网站上买卖商品几乎成为

人们的本能。但我们预计，如今人们认知中的零

售业即将在未来十年之内产生剧变，这背后有三

大关键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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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参照体系。目前我们将“购

买”视为一次性举动，但在未来，购买行为将被

逐天、逐月、逐年累积起来，最终汇聚成一个人

一生的消费特征，成为消费者的长期消费旅程。

了解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财产状况，的确可以预

测其未来的购买行为，但它们都不如消费者的行

为方式更能说明问题。举例而言，消费者对健康

饮食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到对健身用品与服务的选

择，而有类似行为特征的消费者也更受健康险与

寿险公司的青睐，因为对这一类客户的赔付通常

更加实惠。

第二个因素是日益强大的大数据与高级分

析能力，有助于企业从客户零散的消费欲望和

行为信息中提炼出更广泛的消费需求。要实现

这一点，企业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综合能力，其

一是捕捉海量数据，其二是在几毫秒之内将其

转变为前瞻性的、能够具体操作的商业机会，

并提供给买卖双方。目前，大数据分析、数据

处理、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已经足以支

撑这样的变革。

这 一 切 都 催 生 出 了 高 度 活 跃 的 “ 网 络 因

素”，这也就是推动新兴消费市场发展的第三种

力量。在数字网络的世界里，消费贷款商、食品

饮料企业和电信运营商将彼此共存、积极合作，

但同时也会努力从对方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尽管

数字化进程是这一竞争的核心，但传统行业仍然

可以从中分走一杯羹。因为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不

仅能为终端用户提供必不可少的产品和服务，而

且一般都已经与价值链上下游的企业甚至终端用

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这些企业想在一个充

分数字化的商业世界中取得成功，就不能满足于

现有的核心能力，而要积极拓展，持续的关注市

场动向并设计创新举措来开发和强化客户关系。

唯有如此，传统企业才能在变革的大潮来袭之时

仍然占据高地。

2. B2B 服务

大量既繁琐又昂贵的日常行政事务性工作

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是一大负担。除了管理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之外，它们也免不了要像大企

业那样完成一系列必要的事务性职能，例如人

力资源、税务规划、法律服务、会计、财务和

保险等。

直到今天，这些职能仍然是一个个彼此割裂

的业务领域，但我们可以畅想未来不出十年，我

们就能够在云端共享平台上享受上述全部职能的

一站式服务。我们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快速浏览

大量的服务提供商，它们的报价、业绩和声誉都

一目了然，届时的竞争也将变得更加激烈，很多

老牌服务商会同时面对各个领域的挑战者。与此

同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区”也将出现，通

过企业间的合作，从而开发出更加成熟的服务，

例如现金规划工具、即时批复的信贷额度以及量

身定制的保险产品等。

其实，这一类创新产品已经在市场上不断涌

现。举例而言，波兰银行Idea Bank 推出了多个

名为“创意中心”（idea hub）的合作共享空间

以及多个移动App，在APP上可提供电子发票、

在线保理等服务。荷兰ING 银行推出的商业平台

则跨出了传统银行的业务范围，引入了数字会员

计划、众筹业务等一系列服务。英国的劳埃德银

行推出了“ 商务工具箱”，为企业提供法律援

助、在线数据备份、电子邮件托管等服务。而随

着其他企业纷纷下场竞争，我们预计这一领域的

规模和功能都将得到极大拓展。

3. 出行领域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个人出行市场。这个

市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车辆购买和保养维修、共

享租车、拼车出行、交通管理、车联网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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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虽然我们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些领域，但当

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审视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

到出行领域的边界已经被大大的模糊了（见图

2）。

“无边界”经济中的制胜之道

上文的种种预测都植根于我们当下的观察，

揭示了大多数行业正在经历的变化— — 很可能

也包括您所在的行业。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帮您

看清行业风向的转变，但这只是第一步。在这个

行业边界日渐模糊的世界中，您需要一套崭新的

战术。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对于企业制胜未来至

关重要:

从生态系统的理念出发，制定企业战略

本文描述的行业态势与目前绝大多数企业

的业务规划和运营方法格格不入，因此很多企业

眼下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开眼界，以真正的跨行

业视角重新审视竞争对手和商业机遇，锁定那些

变革近在眼前的生态系统和行业，并努力开发能

够扩大客户基数的关键价值来源。为了完善企业

愿景，您必须不断扪心自问，并向高管团队发

问:“我们能想象哪些意料之外的行业颠覆？我们

又该如何提前布局？”“我们该如何利用实体资

产与长期积累的客户关系更透彻地洞察消费者，

以保持既有优势，并确保自己比竞争对手(包括那

些数字化巨头)更胜一筹？” 这种转变无疑将触

及组织架构的核心，所以领导层必须准备好迎接

企业内部萌生的反对，当企业现有的业务目标、

激励措施和绩效管理原则与新制订的战略优先事

项彼此冲突时，这种反对将会尤为强烈。当然，

您也需要密切关注其他企业的举动以设定竞争的

目标。但切忌一时冲动就打开支票本收购其他企

业。至于企业未来应进入哪些行业、如何开展竞

争，当您深入思考过长期战略布局之后，答案就

会自然浮现。

跟随数据

数据是“ 无边界” 经济中的硬通货。若

想有效竞争，企业必须大量收集数据，培养数

据存储、处理并转化为可执行的业务洞见的能

力。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实现数据多样性是

一个关键目标，并可以通过合作来部分实现。

并且随着数据越多样，企业在微观的细分市场

中(micro-segmentation)的洞见就会越精细，

进而越能够在多种生态系统中斩获价值。例

如，电信服务企业积累的信息有助于银行改善

客户关系、优化商业决策。而随着大数据带来

的洞察力愈发深刻，那些曾经难以实现的好点

子终于转化成了足以制胜的商业模式。以会员

卡为例:英国最大的会员制企业Nectar、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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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推出的会员奖励计划Plenti 等都深刻分析了

客户数据，与横跨多个行业的上百家大小的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旨在为消费者节省大笔开

销、为商家开拓新的增长机遇。同时，由于云

存储技术不断普及，人工智能技术使消费者得

以更便捷地访问数据库，推动数据共享的成本

不断下降。数据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支持由分析

技术驱动的情景规划，有助于预见生态系统的

未来演变。您不妨每隔一段时间就如此扪心自

问，并让企业高管共同思考这些问题：

“您的数据将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中创造价

值？您的数据资产中是否还有‘ 沉睡的宝藏’？

您又该在哪里发掘这些宝藏？哪些数据点和数据

源对您的业务尤为关键？您拥有多少这样的数据

点和数据源？为了取得其他的数据点和数据源，

您应做些什么？”

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

随着日益模糊的行业边界正在将数据转化

为货币，那么对客户的“拥有权”才是终极大

奖。缺少优质客户关系的企业将面临“ 脱媒” 

(disintermediation)的风险，或许还会成为“白

标后台”或者生产中心，自身创造或保留经济盈

余的空间很有限。用于定制产品的数据、用于吸

引客户注意力的内容和用于打造满足痛点的无缝

化客户旅程的数字化参与模式都可以帮您与客户

建立情感联系，从而在关键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优

势。您应不断向高管发问:

“我们打算怎样利用数据、内容和数字工

具来加强与客户的情感联系？”“为了强化这种

联系，我们还有哪些举措？”毕竟，谷歌推出

Chrome和Gmail、阿里巴巴设立支付宝和余额宝

等行为背后的动机，绝不仅仅在于利用庞大的客

户基础获取新的收入来源，尽管它们都做到了这

一点，但实际上，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保持并拓

展自身庞大的客户基础。

改变您的合作方式

鉴于生态系统的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专业化潜

力，企业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其类型也

将日趋多元。我们已经在全球至少十几个市场中

观察到了“1+1>2”的合作新趋势，包括巴西、

土耳其和若干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数据在很多

方面都不如其他地区那么完善。无论您身处何

方、核心业务是什么、数据就绪的程度如何，您

首先需要思考三个问题:

我的企业可以填补哪些市场空白？从哪些合

作伙伴处借力？如何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您也要考虑如何创建企业基础设施和

运营架构，用来与外部实体稳定地交换数据、想

法和服务，进而推动创新。您也不能忽视企业的

信息架构所需的潜在革新，例如充分部署可建立

关键外部联系的API 接口;此外，您或许也有必要

从合作伙伴中发掘出一家适合作为系统整合商的

企业，把系统整合的工作交给这家企业，或许会

比您自己来做更合适。它也许是电信运营商，也

许是能与其他高效沟通的第三方供应商。但请您

不要认为自己必须砸入真金白银去收购这些合作

伙伴，因为与您的合作将为这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开拓和维持长期利润。

没人能够完全精准地预测未来。但当我们仔

细研究了手头的信息，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人类

的基本需求将如何与科技彼此影响、共同演变，

我们就会明白，明日的行业版图必然不会保持如

今的面貌。大规模、跨行业的生态系统正在崛

起，即将引发大规模的价值转移。那些长期封闭

在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也许将面临更为激烈的跨行

业竞争，但如果采取合适的战略和方法，它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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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反守为攻。从现在起，这些企业就该厉兵

秣马，时刻准备把握新的机遇。

6、他山之石：十大领先银行 数字化创新

实践

金融危机过后，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

滑、欧洲经济停滞不前，全球主要银行市场收入

增速均出现显著下滑，平均增速仅为5% 左右。

全球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ROE)连续十年(2008-

2017)低于10%。数字化时代的客户行为也发生

了根本改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

的普及，利用数字化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已经成为

市场的主流。与此同时，金融科技企业正在从各

个垂直领域分解和蚕食着全球银行业的收入与利

润。

全 球 银 行 业 正 在 迈 入 第 四 个 重 大 发 展 阶

段——数字化时代(银行业4.0)，这一阶段最重要

的发展主题就是数字化转型。麦肯锡开展的国际

银行业调研显示，全球领先银行已经将税前利润

的17-20% 用作研发经费布局颠覆性技术，加速

数字化转型，这些银行均已收获了显著成效。数

字化转型对于银行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预测下

一个十年是数字化战略决胜的分水岭。

然而，数字化战略对银行CEO 来说并不陌

生，但当银行真正准备开启数字化之旅时，往往

会有四大困惑:

1. 如何推动创新从概念变成清晰的数字化蓝

图？

2. 如何让数字化从亮点变成真正效益，并实

现规模化？

3. 开展数字化战略的实现抓手是什么，要建

立什么样的配套机制？

4. 如何提高整个组织“数字商”，成为敏捷

银行？

为此，麦肯锡团队深入考察了十家国际领先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策略(见图1)，提炼总结出成功

经验，旨在为国内银行下一步推动全面数字化转

型提供借鉴。

这十家银行分别代表了不同市场(美国、欧

洲、亚洲)银行业的典型数字化转型模式:

在美国，包括花旗银行(Citibank)和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Co.)和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

司(Capital One)在内的银行业巨头全面开展数字

化转型。

■  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后，花旗银行认识

到:以往那种依赖并购来维持增长的战略是行不

通的，花旗必须大力强化自身的数字能力，才能

应对数字时代客户行为和竞争格局的剧变。于

是花旗银行于2012 年提出了“移动优先(mobile 

first)”战略，并在2017年进一步提出“打造数字

银行”的新战略，着重关注客户核心需求、强化

自身数字化能力、积极拥抱外部伙伴，最终实现

了提升资本回报率(ROC)的战略目标。过去三年

中，花旗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斐然:数字渠道交

易量增长了1 5 %，移动客户总量增长了4 0 % 

，2 0 1 7 年的利润比2010 年上升了49%。

■  摩根大通从2012年首次发布移动银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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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全面构建数字银行，秉承“ 移动优先，

万物数字化”的战略启动转型，实施了一系列举

措，包括打造领先的数字化体验、布局生态圈、

创新数字产品、打造技术型组织和能力。摩根大

通每年投入近100 亿美元用于支持数字化转型，

其全行22 万员工有25%的人员是技术/ 数据背

景。其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效:摩根大通2017 年的

总收入较十年前翻了一番，利润提升3 倍，2018 

年第二季度的活跃数字用户约4700 万名，相比

2015年增长19%。同时，摩根大通的数字化转型

赢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股价较2008 年稳步上

涨170%，其市值目前位居美国银行业第一。

■  第一资本在2002年开始实施“信息决

策”战略，从此便一直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它曾

经是业内第一批广泛使用客户数据预测风险、定

制产品的公司。金融危机过后，科技巨头和初创

企业开始大举进军银行业，不断蚕食贷款、支付

等传统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第一资本决定在坚

持“数据为先”原则的同时积极拥抱新技术，推

行“科技为先”战略。到2018年第二季度，第一

资本的活跃用户约为4700万名，比2015 年增加

了19%。其中移动端用户超过3000万，比2015 

年增长32%。第一资本在数字化领域的大力投入

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其股价涨幅远超收入和

利润的增速，达到了惊人的292%。

在欧洲，汇丰银行(HSBC)、西班牙桑坦德银

行(Banco Santander)、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

荷兰ING银行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Intesa 

Sanpaolo)也纷纷聚焦核心业务数字化。

■  汇丰银行从2014年开启了第一波数字化

浪潮，持续三年推动客户旅程数字化，以实现

渠道全面数字化。同时，在2015 年汇丰明确了

数字化战略的目标为“从根本上将业务模式和企

业组织数字化”，并从借助五大举措开展全面数

字化落地:包括客户旅程数字化，优化客户体验;

数字化产品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创造价值;优化

IT架构和数据治理，实施敏捷开发;加大投资力

度、拥抱最顶尖的金融科技。其全面转型成效斐

然:2014-2016 年末，其数字渠道的销售额增加

了75%，数字渠道活跃用户占比从14 年的34% 

提高到2 0 1 7 年的约5 0 % ，此外还超额实现了

降本目标，节约资金高达6 1 亿美元。

■  桑坦德银行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地推进传统

业务领域的创新，同时又不愿错失市场中稍纵即

逝的创新机会，2017 年在集团中推行了“超级

油轮与快艇”并存的双轨战略。桑坦德将创新模

式形象地分为两类:可靠的“超级油轮”和敏捷的

“快艇”——“超级油轮” 代表桑坦德的成熟业

务，承担着集团大部分的收入和增长，需要稳妥

地向数字银行转型;而“快艇”则代表高度灵活的

创新项目。上述转型举措帮助桑坦德银行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收获了可喜的成果:2017 年的收入

比2016 年增长30%，利润提升21%，并在全球6 

个国家中均跻身于银行业客户满意度的前三甲。

■  西班牙对外银行秉承“成为全球数字银行

领军者”的发展愿景，从2006 年开始启动了为

期10 年之久的数字化转型，具体包括四大转型

举措:推动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优化客户解决方

案、布局金融科技、推动开放银行。西班牙对外

银行的转型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 年的总收

入比2008 年增长43%，成功扭亏为盈;线上交易

额在总交易额中占比超过59%;数字用户超过650 

万，占客户总数量的40%。

■  荷兰ING 银行致力于打造“差异化的客

户体验”。通过推进泛欧一体化银行平台，将欧

洲市场分为三大板块，实施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策

略，以实现无缝式客户体验。同时，ING 还在行

内成功实施三大数字创新引擎:敏捷组织、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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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以及开放式创新平台，全面提升组织的

数字化能力。从2014 年实施数字化转型至今，

ING 银行的客户体验大幅改善，零售银行客户净

推荐值(NPS)在全球7 个国家中排名第一;2017 年

与2013 年相比收入增长14%，利润增长21%，

稳健的财务表现推动数字化转型后ING 的股价上

涨32%。

■  欧债危机过后，联合圣保罗银行因大量并

购导致业务冗杂、缺乏统一整合，再加上持有希

腊债券等多方面损失，在2011 年蒙受了巨额亏

损。在外部市场压力和内部挑战的夹攻之下，银

行管理层制定了一项三年数字化转型战略(2014-

2017)，通过推动零售端的多渠道转型、坚持以

大数据为核心、推动全面IT 转型、利用“数字化

工厂”模式优化客户旅程体验，以及设置“ 数字

化业务合伙人”平台这五大举措推动规模化的数

字转型。目前这些举措已取得了初步成效:2014-

2017 年，圣保罗银行在意大利市场的多渠道用

户总数达到700 万，增长30%。随着“数字化工

厂”模式的逐步推进，圣保罗银行的端到端渠道

运营效率提升了15%;而在数字贸易融资平台上

线后的6 个月内，圣保罗银行的所有客户都开始

使用这个新平台，抵押贷款业务量增长了50%以

上。

在亚洲，新加坡星展银行(DBS)和澳大利亚

联邦银行(CBA)也积极开展数字化创新，使这些

银行脱胎换骨，形成了持久的竞争力。

■  星展银行在2006年提出“带动亚洲思

维”(Living, Breathing Asia) 的战略宗旨，扎根

亚洲开展数字化转型;并于2018 年强调“生活随

兴，星展随行”(Live more, Bank less)的战略

口号，承诺将银行服务化繁为简，为广大客户

提供更美好的生活体验。其特色数字化策略是

围绕核心市场拓展生态圈，利用数字渠道占领

新市场。2014 年星展银行还提出“ 甘道夫计

划”(Gandalf)，积极布局新技术、推动创新文

化，其愿景是成为并肩谷歌、亚马逊等一流科技

公司。从转型效果来看，在星展银行客户的所

有支付交易中，92% 均通过数字渠道进行。其

推出的线上支付服务平台FAST 的业务增速超过

300%。开展数字化转型之后，数字渠道客户为

星展贡献的收入相当于传统渠道客户的两倍。

■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视“一流的团队，一流

的服务”为一贯的发展愿景，CEO Ralph Norris 

于2008年就提出“成为客户满意度第一的银

行”，并打造了多年的领先地位。2017 年新任

CEO Matt Comyn 上任后，将发展战略目标更新

为“打造简单而优质的银行”，并制定了三大数

字化战略举措:推动线下渠道的数字化升级，推出

数字化创新产品，聚焦现有业务提升服务效率。

并通过创新工厂、双速IT架构、敏捷团队和数据

分析等一系列手段加速数字化创新。多项数字化

创新产品(如虚拟零钱罐Clever Kash)等赢得了顶

尖的国际创新产品大奖。2015-2017 年，澳联邦

银行的数字客户总数增长了25%，达到2260 万

人，其中移动端增速更快，达到44%，移动用户

突破1700 万;数字化销售渗透率更达到了28%，

而两年前该比率仅为10%，;2017 年市帐率(P/B 

倍数)2.3 倍，远高于澳洲银行均值(约1 倍)。

通过深度考察了以上十家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历程，我们从中总结出七项洞见:

洞见一：以客户为中心，开展客户旅程的端

到端数字化改造

银 行 正 在 从 “ 产 品 驱 动 ” 转 向 “ 客 户 驱

动”，围绕核心客户旅程推动敏捷、快速、端到

端的数字化流程再造。数据研究表明，银行只要

聚焦20-30 条核心客户旅程的改造(例如银行开

户、信用卡还款、贷款申请)，就可以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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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覆盖40%-50% 的成本)，并大幅改善

客户体验(覆盖80%-90% 的客户行为)。包括汇

丰、花旗在内的国际领先银行纷纷推动客户旅程

改造，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客户体验

大幅提升。

洞见二：数字化渠道和产品创新

数字化业务已逐渐成为传统银行的重要收入

来源。国际领先银行纷纷针对移动端和互联网平

台的产品和业务模式展开探索，不断推陈出新:

渠道数字化升级。汇丰、花旗、星展、ING 

等国际领先银行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渠道(如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纯直销银行等新型渠道)拓展新市

场领域;一方面开展线下网点的技术升级，如重新

设计分支网点的布局和运营模式、优化ATM 机

等，节约成本、提升客户体验。

数字化产品创新。领先银行摒弃传统理念，

从客户需求出发，进行场景化的数字产品创新，

提升客户满意度。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汇丰、摩

根大通等银行致力于围绕消费场景打造数字化产

品，为客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加强与客户

之间的联系，提升交叉销售。

洞见三：全面建设大数据能力

银行未来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大数据能

力，这一领域的技术可用于多个维度，为银行创

造可观的价值。据研究估算，大数据技术可帮

助银行将交叉销售业务量提升10%-30%，信贷

成本下降10%-15%，后台运营成本降低20%-

25%。包括第一资本、联合圣保罗银行在内的国

际领先银行纷纷将建设大数据能力作为一项核心

发展战略，注重全行数据的统筹和治理，并且大

力推动基于用例的大数据洞见挖掘和应用推广。

洞见四：布局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慑人的颠覆性早已成为全球领先

银行热议的话题，银行可以通过收购、投资、战

略合作等多种形式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创新，从

技术借力。同时，数字银行也不再局限于提供传

统的支付结算、融资和理财等金融产品，而是深

入挖掘金融交易的多种场景、积极拓展产品生态

系统，从而增加获客渠道、提高客户黏性、降低

获客成本。麦肯锡预测，该战略有望帮助传统银

行在未来5-10 年间将净资产收益率(ROE)提升

2-5%。布局金融科技是西班牙对外银行、摩根

大通、第一资本、花旗、桑坦德等银行的战略重

点，他们与金融科技企业分别展开了不同程度的

接触与合作。星展银行正在以“甘道夫计划”布

局金融科技，至今已向技术领域投入6 亿美元。

洞见五：布局生态圈和开放银行，实现合作

共赢

当今的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变化剧烈，拥有

大量生态圈场景的互联网企业将金融产品嵌入生

态，掠夺传统银行业客户，极大的挑战银行的商

业模式。同时随着欧盟在2018 年初颁布《支付

服务指令修正案》(PSD2)，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创

新开始关注数据分享领域，随着数据的获取变得

更加便捷，传统金融业的护城河岌岌可危。具有

前瞻性的领先银行纷纷开展生态圈银行和开放银

行的布局，包括星展银行、花旗银行、西班牙对

外银行等纷纷打造开放式的API 平台，引入外部

金融科技公司的力量，提前占领与客户交互的场

景。

洞见六：推进“IT”转型

包括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花旗、第一资本在

内的国际领先银行纷纷参照互联网企业的敏捷开

发经验，打造“双速IT”的开发模式。所谓“双

速”，就是一套以客户为中心的快速响应的前台

系统与一套以交易为中心的稳定后台系统并行不

悖，同时运行。实践表明，“双速IT”模式可以

创造显著的价值，将银行产品创新上市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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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开发错误率减少60%。

洞见七：建立敏捷组织和文化

若想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银行必须打破部

门间的壁垒，实现快速决策。“ 敏捷组织” 成

为很多银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一资

本、ING 等银行纷纷开展了敏捷组织的转型，打

散固有部门壁垒，成立跨条线人员联合作业的

“敏捷小队”(scrum)，通过敏捷管理模式进行项

目开发。其开发速度从传统银行的以年为单位计

量，提速到以月和星期为周期，实现产品创新面

向市场的快速响应。

中国银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帷幕正在徐徐

拉开。我们将通过下文对以上十大案例逐一深入

剖析，希望能够为即将开展数字化转型旅程的国

内银行家们提供参考借鉴。

7、银行数字化和金融科技创的“3+1”转型

策略 

银行业步入数字化时代，国内银行已经在

试水数字化创新转型，但缺乏完整数字化战略蓝

图、规模化实施落地方法和能力建设 的经验。麦

肯锡调研了全球近30家领先银行的数字化创新实 

践，提炼总结了“3+1”转型策略:策略1，利用

新技术手段打造 全新的商业模式;策略2，开展端

到端的客户旅程数字化改造; 策略3，全面布局金

融科技及风险投资机会。与此同时，银行还 要着

眼于打造包括双速IT、大数据和高级分析能力、

敏捷组织和 创新文化在内的一整套基础能力。

数字化风暴席卷全球，更严监管、新客户行

为、互联网模式攻击还在颠覆传统银行业的竞争

格局

挑战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金融监管持续

发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信贷需求

日趋萎靡，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银行赖以生存的

息差逐渐收窄，中美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更是

雪上加霜，进一步影响营商环境。同时，监管机

构在去杠杆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以去

通道、去嵌套、打破刚性兑付等为重心的金融改

革，加大了银行资产质量压力。传统模式难以为

继，探明新出路迫在眉睫。全球政府对金融科技

企业也纷纷亮出绿灯，近期美国已经允许金融科

技企业获批特殊银行牌照，加深了银行业竞争的

复杂程度。

挑战二：新进入者咄咄逼人，蚕食银行利润

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各个细分领域都对传

统银行的核心业务发起了攻击:以PayPal、Square

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颠覆了传统支付模式;以

Lending Club、Kabbage为代表的线上借贷企业

颠覆了传统的消费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模式。预

计到2025 年，全球金融科技企业带来的冲击可

能导致银行的消费金融领域收入降低40%、支付

领域收入降低30%、中小企业贷款领域收入降低

25%;另外在财富管理、按揭等领域也将受到明显

冲击。

在中国，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纯线上银行

的出现和崛起打破了传统银行的垄断;以蚂蚁金

服、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领军企业借助社

交和线上支付领域的流量和生态圈优势，积极向

消费金融、小微金融等领域扩张;以陆金所为首

的领先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能

力建设。截至2017 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渗透

率已达42%，用户近六亿人。可以说，互联网金

融从存、贷、汇三方面撼动了传统银行业务的根

基，后者不得不考虑通过新业务模式应对全新竞

争对手。

挑战三：客户行为迅速改变，数字化诉求成

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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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诉求亦不

断升级。麦肯锡最新的亚洲个人金融调研显示，

亚洲消费者每月线上交易的次数是其在线下支行

的三到四倍，并且有65% 左右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或者可能会将四成的存款转入纯数字化的银行。

相比过去，新生代消费者更加看重方便、快捷、

多渠道的数字化体验，而体验也成为了客户选择

银行的重要考量之一。

银行开展数字化创新转型势在必行

麦肯锡过去5年调研了全球近30 家领先银

行的数字化创新实践，提炼出银行开展数字化

金融创新的“3+1”策略(见图1)。策略1，利用

新技术手段打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以此进入新

细分市场或进一步提升现有市场的渗透率;策略

2，以客户为中心，开展核心业务的端到端数

字化流程改造，优化客户体验，降本提效;策略

3，全面布局金融科技及风险投资机会，利用战

略合作或与风投企业合作的机会，投资关键技

术手段，将其应用到银行的场景和平台上，以

渗透周边市场、进入新市场，甚至颠覆现有市

场并创造新需求与此同时，银行还要着眼于打

造包括双速IT 大数据和高级分析能力、敏捷组

织和创新文化在内的一整套基础能力，以支撑

上述三大策略。

策略 1：建设全新商业模式

通过直销银行开拓新客群与新市场

直销银行能够成为传统银行抢占新市场的利

器，但国内很多银行推出的直销银行同质化高，

客户粘性差，往往成为“鸡肋”产品。成功的直

销银行需要具备以下要素:

■  差异化品牌经验与营销手段

■  线上、线下联动经营客群

■  切入生态圈平台，场景化、规模化获

客 尽早切入资产类盈利产品

■  应用数据分析能力实现精准营销和风

控 保持运营独立性

■  敏捷、持续迭代运营

例如，高盛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打造直销银

行，布局新的客群市场。其推出了面向下一代消

费者的零售银行Marcu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

客户提供客制化智能投顾服务，将自身营收多样

化，扩大传统投资银行业务以外的中产消费者客

源。又例如，印度最大的银行之一— — 印度国

家银行(SBI)在2017年底推出的一站式线上银行

yono，通过将不同的场景嵌入直销银行来强化客

户粘性。其整合了60 多家电子商务平台，客户可

通过yono 平台完成预定出租车、在线购物、甚

至支付医疗账单等生活服务需求，yono 上线15

天即获50 万的下载量。

建设生态圈银行，全方位打造场景金融

打造或嵌入生态圈对银行具有战略价值。

银行的服务正在“隐形化”，通过提供“金

融”+“非金融”服务提高客户粘性，提升客户

体验，提高钱包份额。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C B A ) 在房地产领域成

功打造生态圈，整合房产交易过程和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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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产业链。其通过自建的网上银行和App，提

供分步购房的专业服务，包括价格比较和交易的

地区分布信息等，促成交易达成。这些创新的举

措整合大量房源客户信息，撼动了原有买房价值

链。

肯尼亚M-Pesa 电子钱包是当地电信运营商

和商业银行合作的成果，用户在申请手机时即绑

定服务;日本乐天集团从零售客户需求出发，通过

支付产品整合用户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场景，通

过电商平台大规模快速获客;土耳其iGaranti与各

大社交应用合作，互相引流，快速获得了大量注

册用户。

生态圈战略能为银行带来海量的用户数据，

帮助银行触达更多客户和完成更精准的用户数据

分析，从而更好地经营风险。我们预测该战略的

成功制定以及全面实施有望帮助银行在未来的五

到十年间提升净资产收益率(ROE)2 到5 个点。此

外，由于互联网企业在资本市场估值普遍较高、

银行业估值普遍较低，银行向生态圈战略进军也

有助于提振资本市场对它们的估值。

策略 2：以客户为中心的现有业务数字化转

型

领先银行CEO 已经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对

客户旅程的评估，试图以客户的视角重新定义业

务流程，率先将改善客户体验列为战略重点，通

过数字化流程改造提升体验、降本增效。

重塑端到端客户旅程

银行正在从“产品驱动”转向“客户驱动”:

从客户视角出发，重新梳理和定义核心客户旅

程，并持续推动敏捷、快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流

程再造。数据研究表明，银行只要聚焦20-30个

核心客户旅程改造，就可以大幅降低运营成本(覆

盖40%-50%成本)，并显著提升客户体验(覆盖

80%-90% 的客户活动)。2014 年开始，汇丰银

行(HSBC) 启动了五年近30个客户旅程数字化改

造项目，推动银行总体成本降低约20%。英国劳

埃德银行(Lloyds)在2012年业绩低谷期筛选了十

大核心客户旅程进行端到端流程改造，在三年内

将银行扭亏为盈，节省了1.5 万名人工，实现了

20 亿英镑成本节约。

数字化、场景化产品创新

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开发具有独特的“场景化

创新”、“快速上线”、“小步迭代”等特点，

从产品创意到上线的周期极短。领先银行正积极

适应追赶这种短平快的数字化产品开发模式，从

客户需求角度出发，借鉴互联网产品开发思路，

快速上线产品原型，并基于客户反馈持续优化迭

代。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为例，在数字化产品开

发上，运用创新车库模式加速产品创意的孵化，

邀请客户参与设计过程，产品从创意到原型上线

只需十几周时间。其推出的数字化、互动式的孩

子专属“ 小象虚拟储蓄罐”(Clever Kash)，允

许父母在手机银行App上将零花钱滑入孩子的账

户，同时小象肚子上的LED 屏幕会通过蓝牙实

时更新孩子的储蓄余额。孩子还可以设定储蓄目

标，小象会通过跟踪进度和颁发奖章激励孩子达

成目标。产品一经推出已有超过4.8 万家庭提交

Clever Kash 的申请，澳联邦银行的移动App 使

用者增加了37%。

同 时 ， 越 来 越 多 的 银 行 借 力 金 融 科 技 技

术快速实现数字化产品创新。例如，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通过与大数据贷款服务公司

On Deck 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完全数字化的小微

企业贷款流程，点几下鼠标，几乎就可实时进行

贷款审批，并可在24 小时内发放资金。摩根大

通重塑小微企业银行业务，在三年间获取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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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一跃成为美国第三大中小企业贷款机

构。

全渠道体验

银行与客户的接触渠道日益多样化，客户

线上线下海量信息零散割裂在各个渠道，信息和

体验不一致成为一大痛点。打通数据和信息在

各个渠道的无缝交互，不仅能为客户创造完美的

服务体验，同时利用高级数据分析进行深度数据

挖掘，还能帮助银行显著增加交叉销售的机会，

做大客户的钱包份额，提升跨渠道的协同效应。

包括荷兰ING 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在内的国际领先银行都在积极打造全

渠道银行，并取得显著效果。ING 银行在多个国

家开展从“单一渠道”向包括分行、ATM、移

动端、互联网、呼叫中心等在内的“全渠道”转

型。ING 可以将一个客户在网点开户储蓄的信息

与移动端浏览基金产品的频次和时间联系起来，

识别出该客户的理财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

推送基金产品，增强客户粘性，将其培养为主办

客户。主办客户的交叉销售成功比例更高，其使

用的平均产品数量比非主办客户高出60%。

策略 3：全面布局金融科技及全新风险投资

机会

麦肯锡对全球百家领先银行的调研结果显

示:52% 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建立了合作

关系，37% 的银行采用风投或者私募的形式布

局金融科技。花旗银行(Citibank)、高盛(Goldman 

S a c h s ) 、 摩 根 大 通 、 摩 根 斯 坦 利 ( M o r g a n 

Stanley)等领先银行均密切关注金融科技投资领

域，意图通过外延并购深入金融科技平台，在第

一时间掌握这些技术，从而应用到相应的业务平

台上，转化为生产力，加速技术成熟，捕捉投资

效益(见图2)。

传统银行有三种金融科技投资模式:

模式一：建立或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

金融科技

例如，花旗于2010 年建立科技投资基金

Citi Ventures，为创业者及金融技术创业公司提

供资金及资源打造颠覆式金融服务。通过控制单

笔投入规模(多数不超过1000 万美元)的形式，

聚焦于安全IT、大数据分析、金融服务、电商与

支付四大领域内的新机会。其代表性的投资包括

构建电商支付生态圈体系的Jet(旅行预订平台)、

Square(支付平台)、打造在线财富管理生态圈的

Betterment(智能投顾)、Streetline( 停车软件) 、

P e r s a d o ( 人工智能营销工具) 、下一代金

融科技技术Trading Ticket Inc(在线交易平台)、

Kudan Co (虚拟现实)、Stand Technologies Inc 

(手机众筹)等。

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与金融科技投资的

VC/PE 合作，成为其有限合伙人(LP)。该模式适

合刚开始涉猎金融科技的银行，有助其以较低

的成本和风险积累经验、了解市场，并在过程中

建立自身能力和敏锐度。与银行自建投资平台相

比，LP 的角色让银行可以更灵活、更广泛的与

初创企业建立联系。

模 式 二 ： 成 立 创 业 加 速 器 ( S t a r t u p 

Accelerator)，主动布局、深度参与和辅导孵化项

目

美国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于2014 年启

动创业公司加速器计划，平均每年孵化6-10 个

项目，平均单笔投资可达100 万美金，同时获得

少数股权。富国银行分配一名或多名顾问与初创

公司共同制定合作策略，包括富国银行行政副

总裁在内的多名高层作为专家团，对接和指导被

投公司，加速技术在银行业务的对接和价值转

化。在过去的几年中，富国加速器已经孵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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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安全技术的Bracket、房贷服务简化方案的

Roostify、全球地点和身份识别解决方案Zumigo 

在内的数十家初创公司，并成功实施到银行主业

平台。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于2016年开始与硅谷

著名的孵化器公司RocketSpace 合作，提前布

局未来可能颠覆银行安全、效率、产品的创新企

业。RocketSpace 是一家专业的初创企业孵化

器，曾成功孵化Uber、Spotify 等企业。在此次

合作中，RBS 提供场地，鼓励内部员工积极参

与孵化器的每周工作坊。并且组建联合跨部门小

组，与初创企业分享银行真正的痛点、提供专业

反馈、深度整合人际网络资源，共同打磨业务和

产品原型、并在银行内部或者体系外部找寻合适

的落地试点机会。项目成立短短一年便有多个项

目成功转化为业务。例如，Aptimise 于2018年

六月起开始为RBS 的中小企业客户服务，它是英

国唯一的端到端应付账款解决方案，一个简单的

云软件可同时提供自动开票和智能支付功能，一

经推出快速获取中小客群业务。

模式三：金融科技战略联盟

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积极寻找与金融机构

的合作共赢机会。网贷平台L e n d i n g C l u b 

的信贷供应商是W e b B a n k ，协助他们获取

PayPal 商家的合作伙伴是富国银行。金融科技企

业吸收那些银行未能提供服务的客户，或者通过

提供SaaS 服务来获取小企业客户，并由合作银

行提供信贷。苹果支付Apple Pay 是另一个合作

案例: 由支付网络提供数字标记技术，通过与银

行合作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数字钱包体验。

在国内，科技巨头也与银行开展金融科技的

广泛合作。其中既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

行与京东、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的合作，也有

BATJ借助金融云开展针对金融机构的技术输出。

例如，蚂蚁金服帮助南京银行进行IT的云端部

署，由阿里云为南京银行提供完整的IT资源输出

及IT基础设施运营服务。

银行推动数字化的一套基础能力

构建全新的 IT 能力

银行在建立数字化业务时，必须建立一套

更加面向客户的、面向渠道的、敏捷的IT 配套

支持。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也在帮助银行做核心系

统的升级改造，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能力的支

撑。

1. 领先国际银行纷纷打造“双速IT”的开发

模式。即以客户为核心的快速迭代的前台开发系

统，以及以交易为核心的后台系统同时运行。实

践表明，双速IT 模式可以带来显著的价值，软件

上线时间可以缩短40%-60%，开发错误率减少

60%。

2. IT作业模式也要根据双速架构相应调整，

从瀑布式转变为敏捷式(DevOps 运营模式)。推

动IT 走向前台，打破业务、开发、运营、架构

和测试团队之间的孤岛关系，构建小规模的跨职

能团队，通过不同职能的人员的联合办公制定端

到端交付解决方案。传统的瀑布式软件开发弊病

诸多:流程固化、欠灵活、资源分散、产品上线

时间长、业务端参与度低，实际交付成果不符合

业务需求、项目成本和交付时间的透明度不够。

在新的敏捷开发模式下，业务和IT 人员统一编

入联合团队，随时互动理清开发需求和优先顺

序，共同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通过周期性的项目

“冲刺”实现快速迭代持续交付，项目成本和交

付时间逐渐透明。平安零售银行已经将千人的IT 

团队嵌入到包括信用卡、消费金融在内的每个

产品条线中，支持银行产品的敏捷开发和快速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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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数据和高级分析能力

大数据能力是未来十年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领先银行均将打造大数据能力列为核心战

略，并在营销、风险、运营管理等领域积极投资

大数据能力。研究预计大数据可推动交叉销售业

务增长10-30%，信贷成本下降10-15%，后台

运营成本降低20-25%。

然而，银行在大数据的运用领域仍然挑战重

重。如何整合治理传统系统中的纷杂数据，如何

推动“从数据分析到价值创造”，如何确定优先

开发哪些用例，如何确保业务单元的采用度和效

果，用什么来吸引并挽留数据人才等。我们观察

到国际领先银行从四个维度入手培养大数据能力:

1. 建立“数据湖”，改善数据基础设施是

转型的必备条件。银行内部大多数据处于碎片状

态，信息使用十分不便。往往每个项目都会配

备一个单独的数据集，导致数据集多如牛毛，而

合并数据库又成本高昂。鉴于以上原因，一些领

先公司已转向使用全行通用的“数据湖”总分析

层，从分散各处的数据源中提取数据，将所有数

据均以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在“数据湖”中。数

据湖中的数据都处于初始状态，未经过结构化、

整合或筛选等典型的数据仓库处理。这意味着数

据湖覆盖广泛、细节丰富。该方法可以提高组织

对数据的利用效率，保持灵活性和敏捷性。

2. 从数据用例出发，紧密结合业务应用，推

动数据分析和治理改造，提升使用价值。数据湖

技术的早期案例表明，成功企业在数据湖设计阶

段应当主要从业务问题(而非技术要素)的角度进

行思考。它们首先会找出业务单元在哪些情境下

可从数据湖获得最大效益，并在设计存储方案和

推广决策时将这些情境纳入考量。随后根据实际

需求，向数据湖中逐步填充具体集群或用例的数

据。理想状况下，银行应当根据业务用例的优先

级从高到低分批进行数据湖填充。

3. 创建高级分析“卓越中心”，理顺数据组

织模式和治理架构。为了充分发掘大数据价值，

实现规模化应用，一些银行建立了集中的高级分

析卓越中心(CoE)。CoE 的组建方式多样，但其

中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由中央数据团队统筹指导、

业务事业部内嵌数据团队实施执行的“枢纽中心

辐射模式”。借此可以集中稀缺的高级分析人

才，同时打通与业务的合作。

4. 构建大数据相关的人才梯队(包括内部培

训及引进外部人才)。人才对于大数据能力的培养

至关重要。许多银行的分析部门引入了数据科学

家和数据工程师。业务部门与数据专家之间还需

要一个联络人，但却不那么好找。这一岗位也可

以理解为“翻译”，他们要帮助数据专家理解待

解决的业务问题，并支持数据专家开发新变量和

行动洞见，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把模型洞见反馈给

业务部门。“翻译”在项目后期愈发重要，他们

既要确保业务部门研究相关模式、积极行动，还

要跟踪业务部门行动的成效，进行意见反馈，持

续改善模型和流程。

打造敏捷组织和创新文化。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已经无法支撑产品迭代和

创新的背景下，“ 敏捷组织”成为领先银行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1. 打破传统银行的“ 条条”和“ 框框”结

构，对标互联网公司的扁平架构，从各个业务部

门抽调相关人员，形成项目制的灵活“部落”，

并创新扁平的决策机制，推动组织的全面改革。

ING 银行通过敏捷变革实现了管理层级扁平化，

原有6 个层级、3 0 多个独立部门、近3500 名员

工缩减到了3 个层级、13 个敏捷部落和2500 名

员工。在新的敏捷组织和工作机制下，产品上线

周期从每年2~3 次缩短到2~3 周一次，员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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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30%，客户净推荐值(NPS)大幅提升，客户

参与程度提高20 分。

2. 敏捷组织也意味着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机

制，鼓励创新。ING 银行每年都会举办创新训练

营大赛，CEO 亲自从一千多个参赛团队中选拔出

前三名，奖品为六个月银行创新孵化器“创新工

场”的研发机会。谷歌允许员工把20% 的工作

时间用于与工作无关的创新活动，并给予贡献杰

出的员工丰厚奖金(与同级员工的工资差别可达五

倍)。

3. 利用“双轨”职业路径，培养数字化专

家。传统机构往往只设有单一的晋升路径，主要

考核员工管理能力，并设有最低工龄要求。为

了更好吸引且挽留数字化人才，银行可效仿科技

公司的做法，设立管理和专家的“双轨”职业路

径，允许优秀人才快速晋升，提供轮岗机会，确

保体制内职业发展的灵活性。例如，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就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技术和架

构师岗位设计了专家发展路径，技术职称均有相

对应的管理职称，鼓励数字专家型人才。

国 际 领 先 银 行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已 经 走 过 了

5-10 年的历程，然而对于许多国内银行来说，

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银行要意识到数字化转型

和金融创新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多年的资源持续

投入。麦肯锡建议国内银行参考三步走策略:

首先，明确全行层面的数字化金融创新战略

蓝图。明确战略重点，确定在哪些领域成为领头

羊，哪些领域需要做跟随者，并由此制定全盘的

行动方案，推动自上而下达成共识。

其次，建立组织、文化、激励等配套保障制

度。建立推动战略落地的项目管理专项小组( P M 

O )，跟进并指导具体落实转型举措。以敏捷模式

赋能创新，“把听见炮火声的人送到一线”，改

造敏捷组织。同时还要为数字化创新匹配专项预

算，确保持续资源投入，加大创新激励，引入泛

合伙人制度或股权激励等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

工的主观能动性。落实“领导挂帅”，提升领导

力及决策效率，将创新融入到企业文化。

第三，密切关注创新格局，加强与外部第

三方的金融科技连接。主动强化与金融科技的合

作，不断寻找数字合作伙伴，布局金融科技生态

圈。

8、银行业如何拥抱金融科技?

银行投资布局金融科技渐成主流，目前业内

的三种主要投资模式，分别为成立企业内部风投

基金(下文简称“企业VC”)、设立加速器计划和

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传统的风投基金。本文分享

了四个优秀的海外银行案例，介绍了上述三种投

资模式的 特点及优劣势，旨在帮助国内银行借鉴

海外成功经验，并开拓思路、沉着应对金融科技

的冲击。

银行投资金融科技具有战略意义

金融科技(FinTech)是近年关注度居首的投资

主题之一。一众涉足金融科技的初创企业成为国

内外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部分积极的银行也按

捺不住，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投资力度，如花旗

和高盛等国际领先银行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多个

金融子领域布局。

参考国外市场数据再加上麦肯锡测算，银行

部分关键产品收入可能会因为金融科技企业的竞

争下降10%-40%。因此中国的银行机构必须尽

快下定决心，加速拥抱金融科技，在为时未晚之

前巩固竞争优势。

银行投资金融科技有四大意义和效果:

第一，促进创新:通过投资外部初创企业，直

接获得最新技术，打造创新产品或客群;

第二，抵御竞争对手与颠覆性改革:简单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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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三，克服/避免内部官僚制度:外延投资绕

开内部官僚制度，提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研发的

效率和自由度;

第四，创造可观财务回报:比如花旗创投曾

在2012年时投资电子支付公司Square，入股时，

Square 估值约32.5 亿美元，2014 年估值一度高

达60亿美元。

另一方面，相比普通的风投机构，金融科技

初创企业更愿意与银行开展潜在的投资合作，主

要原因包括:

■  银行具备金融产品、技术和行业方面的专

业性和资源，能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产生协同效

应。

■  银行拥有大量顾客资源和销售渠道，能助

力初创企业加速发展。

■  与银行合作(尤其在海外市场有布局的银

行)能够帮助初创企业快速实现新市场扩张，占尽

“先发优势”。

■  从银行获得资金对初创企业来说好比是获

得了关键的信心票，提振初创企业声誉。

银行如何投资金融科技企业?

综观国外案例，银行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投

资金融科技企业:成立企业VC、成立加速器计划

(accelerator program)、作为有限合伙人(LP) 参与

传统的风投基金(图2)。

模式一：成立企业 VC

银行出资成立企业VC，直接投资金融科技

企业。相对传统风投基金，企业VC 更着重投资

标的与母公司的协同，除了单纯的财务回报，更

是要在被投企业与银行间建立较为紧密的合作关

系，把技术产品嵌入到银行体系。在投前阶段，

企业VC 除了评估技术水平外，更会在组织银行

内部与投资标的沟通，识别潜在的协同机会。在

投后阶段，银行会与初创企业继续深化合作。在

投资标的选择上，企业VC 大多会投资已有基础

产品或方案的较成熟的初创企业，以期在较短的

一到三年内产生协同效应。

适用银行:成立企业VC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

高、财务和人力资源雄厚、管理专注度高、执行

能力强的银行。企业VC 需要由一个专业的投资

团队负责，开展投资分析、金融科技行业、风险

管理、法务及财务等工作。同时，银行要保障长

期投入，把最新技术有效嵌入银行。银行要客观

意识到，不是每一个项目都能成功的，然而每一

次投入产出的过程都能助其积累宝贵经验，夯实

未来投资基础。

模式二：设立加速器计划（accelerator 

program）

加速器计划是指银行广邀金融科技初创企

业，遴选符合银行发展的重点领域、且技术或产

品成熟度达到要求的初创企业，随后邀请其入驻

加速器计划。一般加速器计划为时3-6 个月，期

间银行与合作伙伴会整合银行内外部资源，“加

速”初创企业的发展，包括提供集中的办公空

间、验证产品方案、试点产品原型(p r o t o t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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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安排专家优化技术、辅导业务模式优化、争

取更多融资等。对加速器计划期间成功的企业，

银行有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的优先权。

银行可以选择自建“加速器”或开展外部合

作:通常缺乏运营加速器计划的银行会选择与专业

第三方合作，借助第三方的人脉网络、经验、名

气等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的初创企业申请参与，银

行借此把资源集中在自身专业领域，提供支持，

比如组织部门在计划前中后与初创企业交流业务

痛点、探讨技术应用合作方式，缩短成立加速器

计划的前期准备时间。

模式三：作为传统风投基金的 LP(或联合投

资者)

银行作为传统金融科技风投基金的LP，指导

整体投资战略和投资方向，风投基金的投资团队

具有更高自主权，负责金融科技企业的日常投资

执行和运营。相对而言，该模式下银行的人力和

财务的资源投入较成立企业VC 更少，但银行依

旧能够享受到广泛接触大量初创企业的好处，快

速了解最前沿技术和初创生态系统的发展动态，

有效培养自身的市场敏锐度。

适用银行:自身投入预算有限、且希望利用

专业风投能力的银行。该模式能更高效挖掘优质

的金融科技企业，银行不用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

或参与重大单项投资决策，只需要指导基金的整

体战略和投资方向，还能规避内部管理或监管要

求。比如每笔交易只需走常规的风投决策流程，

合理规避了冗长的传统银行审批流程，某些国外

的风投还能帮助银行规避监管机构对银行的股权

投资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在该模式下与被

投企业相对疏远，建立深入合作关系需要更长时

间。

麦肯锡总结了银行投资金融科技企业的五大

关键要素:

1. 投资领域与目标明确:银行必须清晰勾勒

长期发展愿景、未来重点发展的战略市场和业务

定位、以及自身的重点业务有哪些环节需要借助

外部创新力量技术，才能更有效、有针对性筛选

潜在投资标的。

2. 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意愿强烈，夯实自身

能力：投资金融科技牵涉到各方各面，包括买卖

双方的持续良好沟通，研究协同空间、分配财务

资源投入等，确保双方在法务、风投、技术、公

司治理、销售、财务管理、界面设计等多方面能

够协同一致。银行还要意识到，大部分的投资不

会立刻产生协同或回报，一般至少需要五年的时

间才能产生规模效益。

3. 打造开放开明的企业文化:开放和创新的

企业文化才能更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拥抱外

部的创新技术和业务实践。

4. 逐步建立初创企业关系网:银行必须要掌

握初创企业动态情报，更有效识别筛选合适的投

资标的，邀请有潜力的初创申请加速器计划。银

行还要打造行业内外的人脉和关系网，孵化助力

金融科技企业成长壮大。

5. 积极打造与被投企业的协同:第一、通过

应用新技术，开发全新价值主张的产品和方案;第

二、通过技术整合解决内部问题或优化流程;第

三、引荐客户，将通常不会成为银行客户的用户

转介至金融科技企业。

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崛起已经大大改变了银

行客户的需求，银行业必须加快加大金融科技投

入，结合外部投资与内部创新，充分利用金融科

技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在新环境下立于不败

之地。

来源： 中冠供应链



10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公共政策量化评估理论和方法是本刊持续

关注的重要选题。本期重点推出世界著名计量经

济学家萧政教授关于大数据的文章。萧政教授

认为，大数据为经济分析和预测开辟了新的可

能，但大数据并不是灵丹妙药，只要现实世界仍

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概率论的统计分析以及对经

济学、制度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依然是必要的。此

外，也必须考虑各种假设所带来的后果。

一、引言 

大数据是现在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

大数据通常是指具有如下一个或几个特征的数据

集：高维、高容量（High Volume）和高速收集

数据。计量经济学是综合经济理论、统计学和

计算方法来分析数据的一门学科。传统计量经济

学的作用包括：（1）从经验上验证经济理论；

（2）预测未来；（3）评估或模拟社会政策的影

响。本文将就大数据的三个特征来讨论计量经济

学的这些作用。然而，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

我主要研究参数方法的模型识别和统计推断，这

样的背景可能会给本文的展望带来局限性，读者

应当谨记这点。本文所列的参考文献并非为了综

述相关文献，而是为了说明本文的观点，因此我

对所遗漏的那些重要贡献表示歉意。

本文第二、三、四节分别就大数据的三个特

征对计量经济学建模、预测以及评估或模拟社会

政策效果的影响进行讨论。第五节就大数据的获

萧政：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对大数据的展望

【导读】萧政教授认为，大数据为经济分析和预测开辟了新的可能，但大数据并不是灵

丹妙药，只要现实世界仍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概率论的统计分析以及对经济学、制度和历史

背景的理解依然是必要的。巴曙松教授指出，从整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趋势尚未发生完全逆

转的宏观背景下，宽松的信贷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是过量的信贷增长确实值

得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从结构上看，票据和短期贷款增长较快，这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对潜

在风险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王军辉导出大类资产配置是保险投

资最重要的一环，如何借鉴国际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理念、方法和实践，对于推动我国保

险资产管理行业健康发展、增强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挥保险资金经济金融“压舱

石”和“稳定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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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带来的某些特定的方法论挑战进行讨论。第

六节为总结性评论。

二、大数据与经济或金融理论的互动

大数据分析就像是用“显微镜”去发现细

胞层面的真实世界。传统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专注于通过一个模型来分析几个重要因素的因果

关系。模型并不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真实世界的

每一个细节，它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化。一些不那

么重要（或者观测不到）的因素的影响会被当作

随机变量，服从特定的概率规律。对于经济学界

而言，如何协调或融合这些完全相反的方法以更

好地理解现代经济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我所

知，由于大数据的出现，传统经济建模方法至少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获益。

（一）检验目前经济或金融理论的正确性

由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把不重要或观测不

到的因素的影响放到随机扰动项中，因此在给定

解释变量具体数值的情况下，真实结果和预期结

果的差异就被归结为偶然因素的作用（ Chance 

Mechanism）。大数据的获得使经济学家或计

量经济学家可以发现某些迄今尚未注意到的规律

性，这些规律性可以被归结为某些基本特征而非

偶然因素的作用，我们进而可以探讨真实结果和

预期结果的部分差异是否由这些规律性所引致。

（二）提供了识别以前不能被识别的影响因

素的可能性

例如，生活环境和基因因素均可影响个人成

就。然而，用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识

别它们各自的影响。基于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

胎的面板数据， Durlauf等（2018）综合了代际

流动的经典家庭投资模型（Becker and Tomes，

1979）和技能演变（Evolution of Skills）的理论

（Anha and Heckman，2007），从而分离出基

因和生活环境各自的影响。

（三）为经济或金融理论提供了新的洞见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在即时科学决策

中分析巨量的观测值。如零售商能分析销售数据

以调整特定店面的产品选择以及决定打折的时

段；在线约会服务能通过人们网上列表的个人特

征、反应和沟通来进行筛分以更好地匹配男女约

会；警察局能通过计算机化的绘图和变量分析来

预测可能的犯罪（热点地区）等。正如麻省理工

学院的 Brynjolfsson（2016）所指出的，大数据

就像是显微镜，让人们得以观测和测度细胞层面

的东西。大数据分析能给经济分析带来新的洞察

力。如经济理论很少将“反应时间”视为决策的

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大数据的获得让Krajbich

（2018）和Shum（2018）得以发现“反应时

间”是形成最终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理论也为大数据分析作出贡献。如在

线约会公司匹配男女的标准算法就是通过欣赏模

式的矩阵因子分解来进行的。基于竞争的经济理

论，Hsieh等（2018）建立了一个结构模型以根

据均衡效用对男女偏好进行排序，然后利用来

自台湾的49万用户的数据来进行验证。基于随

机推荐得到的优先推荐名单前两位的精准匹配

率（在推荐名单中至少中意其中一位的概率）

（Hit Rate）仅为8%，而基于该模型得到的优先

推荐名单前两位的精准匹配率高达25%。如果把

优先推荐名单扩大到前五位，那么基于随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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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准匹配率为34%，而基于该模型的精准匹配

率达到50%。

三、预测

一些研究表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能

改进基于标准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Giannone 

et al.，2018；Mitchell，2018）。然而，用来

预测的大数据方法跟数据挖掘有些相似。关于为

什么一种算法可能有用，而另一种可能不行，人

们并没有进行太多讨论（Stevanovic，2018）。

基 于 海 量 数 据 和 精 细 测 度 （ F i n e - g r a i n e d 

Measurement），大数据是否会导致过度拟合和

产生“虚假发现”的风险呢？这就像计量经济学

或金融中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预测并不成功

一样。

高容量和高速收集数据使人们得以分析个

人偏好的模式，从而有可能预测个体的结果。然

而，目前也没有很多的研究去探讨什么是估计

个人预测模型的最佳方法。这样的估计是应该基

于个体自身的数据，还是所有个人的数据呢？

（Hsiao and Mountain，1995）

尽管知道个体的结果可能重要，但是政策

制定者可能对平均结果更感兴趣。当我们预测平

均结果时，预测是应当基于个体预测模型将个

体预测结果加总，还是应当基于总体数据模型进

行预测呢？（Grunfeld and Griliches，1960；

Hsiao et al.，2010）加总的偏误会怎么样呢？

（Theil，1954；Amemiya and Wu，1972）

四、评估或模拟社会政策的效果

处理效应不一定是同质的或者一定是同质

或异质的。如 Ke 等（2017）发现中国高铁对不

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影响，且该影响会随时间而变

化。当解释变量较少时，衡量异质性的经典方

法是奏效的，这些方法包括分位数方法（Cai et 

al.， 2018； Callaway et al.，2018），或者

最相邻匹配、核密度匹配和序列匹配（Series 

Methods）的非参方法。但是当解释变量数量增

加时，这些方法会很快表现不佳。大数据使得可

以将样本拆分为不同的组，分组预测，然后对各

组预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总体的预测成为可能。

当面对高维相互作用时，随机森林算法建议通过

建立大量的回归树这样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来建

模（Breiman，2001）。当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

时，Wagner和Athey（2018）给出潜在最邻近者

加权平均处理效应的正确渐进置信区间。然而，

在医学和市场等研究领域中，人们对子样本或因

果树（Athey and Imbens，2016）分析之前已经

拥有足够的知识，因而这种样本分组的方法对这

些领域的研究或许可行。此外，传统的大数据分

析框架重点在于估计 E（Y| X），当经济分析中

的一些重要现象，如联合决定或者动态反应，或

者同群效应等存在时，这种分析框架如何一般化

尚不清楚，如何处理样本选择问题（Heckman，

1979）或卢卡斯批判（Lucas，1976）也不清

楚。

五、方法论的挑战

以上讨论主要集中在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些传

统计量经济学和大数据分析之间差异的一般性问

题。本节将就传统计量经济学分析中，一些特定

的使用面板数据方法论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

（一）融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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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学 习 文 献 中 所 提 出 的 随 机 梯 度 下 降

算法引致传统“爬山”计算方法的一次飞跃，

经济学家因此能估计非常复杂的模型（Ruiz et 

a l .，2017）。机器学习算法关注的分类、聚

类或分组可以成为经验分析非常有用的一个中

间步骤。计量经济学家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与发展成熟的统计学估计与推断工具结合起

来，因此他们能估计复杂的计量模型，并为经

济分析提供新的洞见（Athey，2018；Athey 

et al.， 2017； Chernozhukov et al.，2016；

Chernozhukov et al.，2018）。

然而，当我们有界定清晰的任务、性能指标

和学习经验时，机器学习算法表现优异。当我们

不能把一项任务编成一系列正式规则时，机器学

习算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就不那么明了了。

经济学家经常会辩称在决策过程中，定性信息能

起到重要作用，如 Baker 等（2016）和 Ranco 

等（2015）表明“情绪”会影响结果。但是提取

非结构性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定量信息本质上是一

种“词包”方法（Bag of Words Approach）。

尽 管 它 要 求 文 本 挖 掘 、 模 式 识 别 （ P a t t e r n 

Recognition）、分类、机器学习工具和高效的计

算机算法（Hong and Li，2018），但是我们并

没有一套界定清晰的正式规则来编制任务。针对

未能建立正式规则的问题，运用统计推断工具可

能也会改进机器学习算法的效率。

（二）一维渐进 VS 多维渐进

传 统 的 一 维 渐 进 定 理 在 分 析 多 维 渐 进 时

力不从心（Phillips and Moon，1999； Hsiao 

and Zhou，2018）。此外，当研究者处理有限

样本时，高维渐进定理可以为其在统计推断上

提供些许指引。Bai和Saranadasa（1996）在

检验两个高维样本的均值差异时验证了这点，

尽管Hotelling（1931）的T方检验比Dempster

（1958）的非精确检验（Non-exact Test）刻画

得更好，但是后者比前者更为强大。

（三）降维

高维模型的估计经常表现不佳。统计推断

经常基于高维矩阵的逆矩阵，计量经济学家和

统计学家发展了各种方法来降低未知的维数，

这包括：（1）一次一个变量（Chudik et al.，

2018）；（2）门限方法（Fan et al.，2013）；

（3）区组法（Block Approach）（Chudik and 

Pesaran，2013；Linton et al.，2018）；（4） 

因 子 法（Anderson and Rubin，1956；Bai，

2009；Stock and Watson，2002）；（5）

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或模型选择方法

（Hong and Lee，2013）；（6）随机系数方法

（Hsiao and Pesaran，2008）；（7）潜结构方

法（Latent Structure Approach）（Su et al.，

2016）；（8）综合运用以上方法（Fan et al.，

2016）。然而，在经验分析普遍遇到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或经济学的作用在这些方法中似乎并没有

得到多少重视。

（四）函数动态

收集数据的高速可以提供连续的信息，诸如

每分钟的交通流量或股票价格变动。 EBay 等上

的交易反应分析也是如此，其交易反应时间可以

被测度。传统时间序列分析或回归分析是基于间

断时间区间的观测值，该分析存在一个普遍被接



10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受的分析框架，如误差矫正模型。然而，对于函

数时间序列或回归模型的分析则并不存在这样一

个被广泛接受的方法。

1. 函数时间序列分析（Functional Time 

Series Analysis）

对 于 某 些 时 间 序 列 的 问 题， 诸 如 

短 记 忆 vs 长 记 忆、 持 续 性（Li et al.，

2018）、 横 截 面 被 解 释 曲 线 即 时 加 总

（Temporal Aggregation AcrossSectional 

Dependent  Curves）、即时的横截面扩散

（Temporal Cross-Sectional Diffusion）、函数

协整等， Chang 等（2018）以及Li等（2018）

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时横截面相互作用

（Temporal-Cross Sectional Interaction）也

是如此（Chen and Fan， 2006；Shorfheide et 

al.，2018）。

2. 函数回归分析

关 于 是 采 用 连 续 时 间 回 归 模 型 方 法

（Phillips，1974；Robinson，1976），还 是 采 

用 系 数 为 时 间 的 函 数 回 归 方 法（Cai and 

Park，2009；Cai et al.，2000），目前也没有达

成共识。

3. 平滑 vs 突变

大 数 据 的 存 在 使 对 平 滑 结 构 变 化 进 行 建

模既成为需要，也具有可能性。Chen 和Hong

（2012）以及Sun等（2018a）提供了关于平滑

与突然结构变化的检验方法。然而，一旦给定

区间内的不变结构被拒绝，那么接下来如何建

立平滑结构变化模型、滚动窗口（Pesaran and 

Pick，2015）或门限转制时间序列或回归模型

（Hamilton，2000；Hansen，2000）或时变模

型（Time-VaryingModel Averaging）（Sun et 

al.，2018b、c）或某种参数时间设定函数？

（五）综合不同来源和（或）不同（时间）

频率的数据

不是所有感兴趣的变量都有记录，也不是

所有感兴趣的变量都以相同的频率来测度。自从

Tobin（1950）提出综合不同来源和（或）不同

（时间）频率的数据的可能性以来，计量经济

学家确实在考虑这种方法（Chen et al.，2006；

Chow and Lin，1976；Hsiao，1979）。大数据

可能实际上拥有某些变量的连续信息，却没有其

他变量的连续信息。计量经济学家该如何将连续

时间数据和离散时间区间数据合并起来的探讨并

没有多少（Chang et al.，2018b）。研究者该采

用连续时间方法（Cai et al.，2000；Cai et al.，

2010），离散时间方法（Sun et al.，2018），

还是二者的综合呢？（Chang et al.， 2018）

（六）简约式 vs 结构方程方法

关于大数据的大量文献似乎着眼于找寻模

式或特征以帮助预测结果。尽管解释变量X可能

是高维的，但是这一方式更像传统的简约式以得

到E（Y | X）。然而，经济学家对因果推断更感

兴趣，因此问题就成了，在大数据中，如何在单

方程模型中融合考虑内生性的计量方法（Ai and 

Chen，2003；Newey，2018），或者如何建立

联立方程模型。

（七）对个人间的相互作用、多重均衡等如

何建模

空间方法（Yang and Lee，2017）或 G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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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aran et al.，2013）是以极度简化的方式来

对个人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建模。然而，两种方法

均有局限性。空间方法一般假设个人间的相对影

响是已知的，但绝对大小并不知道。GVAR 方法

也假设个人间的相互作用采用某种具体形式。此

外，当个人间的相互作用被明确建模时，经济理

论经常得到多重均衡。混合模型的识别和估计可

能是个挑战，当混合（Mixtures）数量很大或者

未知时更是如此（Andrews and Chen，2016；

Kim， 2018； Kitamura et al.， 2018）。

（八）一阶段建模，还是多阶段建模

寻找最优解或寻找相关解释变量的大数据

方法可能是回归方法，也可能是非参估计最邻近

法。这实际上假设个人拥有无限能力去考虑所有

相关情形。举例来说，在预测咖啡需求时，所有

购买咖啡的相关特征都在考虑范围内，这包括在

线购买、楼中的咖啡店、楼外 50 英尺内的咖啡

店、楼外75 英尺内的咖啡店、楼外 100 英尺内

的咖啡店等。然而，如果我们承认人只拥有有限

的认知能力和有限理性，那么个人可能会序贯地

进行决策。譬如，首先决定是否买咖啡；在决定

买咖啡之后，人们再决定是从网上买，还是从实

体店买；在决定从实体店买咖啡之后，人们再考

虑咖啡店的特征。如果决策是序贯地进行的，那

么在决策过程的每一阶段中，只有决策树的相

关特征需要被考虑，其他特征都可以被忽略。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大数据分析能够通过贝叶

斯多层方法（Bayesian Hierarchical Approach）

（Lindley and Smith， 1972）或其他方法简化

吗？ 

六、总结性评述

大数据为经济分析和预测开辟了新的可能。

然而，大数据不是灵丹妙药。不管在世界上设置

多少个数字传感器，不管数据收集得如何详尽，

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基于概率论的

统计分析以及对于经济学、制度和历史背景的理

解就依然是必要的。

大数据确实打开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进行

决策的大门。它也为许多迄今尚未研究的问题打

开了探索之门。然而，不管我们发展了多么精致

的统计工具，我们都应当谨记大数据也是观测数

据。分析观测数据依赖于数据生成过程的“基本

假设”（Maintained Hypotheses），而这些基

本假设是不可验证的。因果关系的统计分析不是

对因果关系的证明 , 分析工具都是基于一些假设

之上的，为了降低假发现的风险，我们必须尽可

能多地考虑到这些假设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任

何我们所声称的因果关系都必须随附对影响产生

的作用机制的解释。”（Cochran，1965），否

则，

“这是谎言，

这是该死的谎言，

这是统计学！”

——马克· 吐温（ 1835—1910）

来源： 财经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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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曙松教授针对2019年首月金融统

计数据发表评价。巴曙松教授指出，从整体来

看，在经济下行趋势尚未发生完全逆转的宏观背

景下，宽松的信贷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

础，但是过量的信贷增长确实值得冷静的思考和

判断；从结构上看，票据和短期贷款增长较快，

这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对潜在风险的高度警惕，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敬请阅读。

近期，主管部门公布了2019年1月的主要

金融数据，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4.64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1.5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

中人民币贷款增加3.57万亿元，同比多增8818亿

元。如何客观评价社会融资规模的强势反弹，分

别从总量和结构维度分析天量信贷背后的原因，

对探究金融运行现状来说十分重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整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趋势尚未发生完全

逆转的宏观背景下，宽松的信贷增长是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基础，但是过量的信贷增长确实值得

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一方面，历年的一月新增信贷增长都较高。

过去十年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均值为1.6万亿

元，远高于其余各月；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

增长均为正数，并基本保持在60%左右。由于

当前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仍旧受到一系列指标的

约束，上一年被挤压的融资需求往往会在下一年

的1月集中释放。而在越早投放信贷、越早获取

收益，避免优质客户流失等多重商业利益的驱逐

下，商业银行大多会选择尽可能在年初放出贷

款。因此，一月新增贷款增长较高部分是由季节

性因素导致的。

另一方面，信贷增长是商业银行在资本压力

得以缓解的情况下，为了匹配负债的自然选择。

2019年1月，再次降准，并开展定向中期借贷便

利(TMLF)操作，缓解了部分银行的负债压力。

2018年底，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推

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2019年1月，商业银行

广开渠道，以永续债、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展

开资本补充，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资本充足率、

杠杆率等监管指标对信贷的限制。在监管压力得

以缓解的情况下，为了匹配充裕的负债，发放更

多的信贷是银行的必然选择。

从结构上看，票据和短期贷款增长较快，这

巴曙松：客观评价2019年首月金融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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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对潜在风险的高度警惕，另

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

票据增长过快既应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套利

因素，也应看到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积极作用。

2019年1月，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10.48万亿

元，同比增速23.24%；票据融资余额6.3万亿

元，同比增速60.6%，占各项贷款比重4.51%，

同比上升1.32个百分点。票据由于其具有的多重

属性和灵活操作的特性，一度成为金融案件的常

见工具，其余额的增长也容易引起高度的关注。

但是随着电票的普及和监管的驱严，传统纸票普

遍存在风险已经日渐降低。而在票据融资利率下

行的背景下，由于其具有期限短、流动性高、便

利性强的特点，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工

具。据相关统计，已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中，中

小微企业的比重为62%。同时，大量存量票据的

到期，也造成了年初票据占比较高的原因，从历

史数据也不难发现这一规律。

短期贷款增长较快，但中长期贷款结构优化

更加明显。统计数据显示，1月短期贷款和票据

融资增加1.11万亿元，同比多增7108亿元；中长

期贷款增加1.39万亿元，同比多增907亿元。但

是，其中中长期贷款自2018年8月份以来首次出

现同比多增，且仍旧占主力地位。同时，中长期

贷款的结构优化更加明显，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明显加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继续

高位加速增长，反映了金融对高技术企业支持力

度显著加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虽然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改善明显，但是最终

资金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资产回报率决定

的。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9.7万亿元，

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末高2.4个百分点。1

月份增加2109亿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6倍。然

而值得一提的是，资金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虽然监

管部门通过行业投向要求、信贷结构占比要求、受

托支付等一系列监管指标和手段试图严格控制信贷

资金的投向，但是资金的最终投向还是由资产回报

率所决定的。因此，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保障中小企业融资的可持续性，还需充分发挥金融

体系的融资能力，调整融资结构，让金融更好地服

务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

来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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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配置是保险投资

最重要的一环，如何借鉴国际

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理念、

方法和实践，对于推动我国保

险资产管理行业健康发展、增

强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发挥保险资金经济金融

“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大 类 资 产 配 置 的 核 心 在

于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约

束，在不同的资产类别间合理

分配资金，最终达到风险与收

益的平衡。保险行业是一个高

杠杆行业，保险资金中大部分

是应对未来保险赔偿与给付的

保险责任准备金，其负债特点

决定了保险资产配置的目标是

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的统一。

首先，保险资产配置需要

关注安全性。保险公司在收取

保费的同时，承担了对投保人

的未来赔偿与给付责任。为了

保证保险公司能够有足够的能

力承担保险责任，各国均建立

了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要求保险公司资产与责任准备

金负债必须保持在一定比例之

上，否则保险公司将面临破产

清算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

进行资产配置时须保证资产不

会因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或

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而大幅减

值，进而造成保险赔付能力的

减弱，危及保险公司的生存和

发展。

其次，保险资产配置需要

满足保险赔付所需的流动性。

保险公司赔偿与给付的时间点

往往具有随机性。比如，财产

险公司针对台风等自然灾害的

保险，发生的时点很难准确预

测，一旦发生，则需保险公司

在短时间内进行巨额赔付，对

保险资金的流动性管理提出很

高的要求。即使对于给付时间

起点相对较为确定的终生寿

险，由于事先对投保人寿命的

精算假设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

一致，也要求保险公司做好流

动性管理，满足未来的给付需

要。

再 次 ， 保 险 资 产 配 置 需

要达到一定的收益性要求。保

险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三

差”——死差、费差和利差，

其中利差取决于保险资金的投

资收益。随着国内保险费率市

场化改革的深入，死差和费差

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难以走

阔，保险公司对利差存在较

强的依赖。以往的学术研究表

明，90%以上的投资收益取决

于大类资产配置，保险资金投

资亦是如此。因此，保险资金

大类资产配置的最终目标是，

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

下，追求更高的配置收益率。

王军辉：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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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类资产配置相关理

论研究历史并不算长，但随着

信息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些理论已经在投资实践中已

被广泛应用，并且还处于持续

的发展创新当中。国内的保险

资金资产配置，也可以结合实

际情况加以应用。

一是基于收益与风险考量

的均值—方差模型。通过量化

手段确定多项风险资产的配置

比例，构成有效投资组合，能

够在对冲部分风险的前提下不

降低预期收益率。

二是纳入投资者主观观点

的Black-Litterman模型（简

称“B-L模型”）。B-L模型

相当于均值—方差模型的升级

版，它在均衡收益的基础上加

入投资者的预期主观观点，将

投资者对于一个或多个资产的

预期收益的主观观点与先验分

布下预期收益的市场均衡向量

相结合，形成关于预期收益的

新的估计。

三是基于风险因素的风险

平价模型。该方法不考虑资产

的平均收益率，而是重点着眼

于资产的风险。对于风险大的

资产减少投资比例，对于风险

较小的资产则加大投资权重或

引入杠杆操作，使得每类资产

的风险贡献相等。最为有名的

风险平价策略是桥水的“全天

候”策略，它以经济增长和通

货膨胀为两大核心宏观变量，

再根据变量的上升和下降细分

为四大风险均等的资产组合，

总的平价组合成为能适应未来

不同经济环境的稳健被动策

略。它不需要对未来经济做出

预测，并做到了分散化投资，

实现了发挥多类资产的协同效

应。

四 是 将 实 体 经 济 与 资 产

配置相联系的美林投资时钟模

型。美林投资时钟配置策略，

是将资产轮动及行业策略与经

济周期联系起来的一种直观方

法。投资时钟模型根据经济增

长状况和通胀情况，将经济周

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复苏、过

热、滞胀、衰退，四个阶段的

最佳资产选择分别是股票、大

宗商品、现金和债券。当然，

投资时钟并非完美理论，运用

投资时钟前需要充分理解其局

限性，结合现实情况进行适度

调整。

国际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经验

全球每年新增保费的85%

基本来自发达国家市场，因

而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

作，成为全球保险投资的主导

力量。海外保险资金在坚持资

产负债管理、分散化投资、全

球化配置的原则上，在获取持

续稳定收益的同时，发挥长期

资金优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资产负债匹配是保

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的基本原

则。寿险资金一般具有较长的

负债期限，许多保险产品承保

期达到10年以上，有的保险产

品甚至是终身的。由于负债端

对利率敏感度较高，利率波动

成为保险配置关注的重要风险

因素之一，久期匹配变成寿险

公司用以控制利率风险的一项

重要方法。美国保险资产配置

中，债券久期整体较长，剩余

久期在5～10年、10～20年以

及超过20年的债券占比分别达

到23%、33%和40%。美国

债券市场相当发达，规模、评

级、久期等组合能较好地满足

寿险长期资产的资产负债匹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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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保 险 产 品 负 债 性

质和监管要求决定资产配置结

构。一方面，保险产品负债性

质不同，大类资产配置结构不

同。传统保障型产品占比较

高的日本和德国寿险的一般账

户，权益资产配置比例较低，

德国寿险公司泛固定收益类产

品投资配置长期处于80%以

上，权益资产只占6%左右；

投连险占比较大的英国和法

国，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较

高，法国长期以来固定收益类

资产占比70%左右，权益类占

比22%左右。另一方面，美

国对保险公司部分或全部承担

投资风险的普通账户和由投保

人直接享有全部投资收益的独

立账户的保险法律投资限制不

同，决定同一国家不同类别账

户大类资产配置结构不同。截

至2017年末，美国普通账户资

产总额4.4万亿美元，股票配置

占比仅2.5%，债券配置占比高

达69.4%；独立账户资产总额

攀升至2.7万亿美元，债券配置

占比维持在15%左右，而股票

配置占比从1990年的43%不断

提升并维持在80%左右。

第三，固定收益类产品是

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核心资

产。保险资金风险偏好相对谨

慎，在大类资产选择上多数以

高信用等级的固收和类固收投

资为主，美国和日本的寿险资

产配置就体现出这个特征。从

美国合并账户情况看，债券类

资产占比接近50%，包括公司

债（约30%）、MBS（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约10%）

和政府债券（近10%）。并且

从信用等级上看，配置债券高

等级品种比例的合计接近95%

水平。这主要是看重债券类资

产风险相对可控、资金回报稳

定的特点。日本保险资金对政

府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债）

的投资占比不断攀升，从2006

年的33%提高至60%后缓降至

2016年的52%，其中国债是核

心配置资产。受经济长期低增

长影响，企业债的投资价值被

降低，保险资金对企业债的配

置比例8.3%，较2006年下降

了近4个百分点。

第四，多元分散是保险资

金大类资产配置重要特征。美

国的资产配置经历了从最初的

股、债、现金的固定投资比例

的传统模式（6︰3︰1），到

逐步增加风险资产配置，包括

房地产、抵押贷款、金融衍生

品、风险投资基金、新兴市场

资产等。目前，扣除股、债、

现金三类资产后其他类别资产

合计配置占比接近20%。德

国寿险资金投资范围也十分广

泛，涵盖债券、贷款、股票、

股票基金、房地产、对附属

企业和关联企业投资等多种类

别。寿险公司对债券、股票外

的资产配置占比达到35%，其

中对附属企业和关联企业类贷

款的投资占比维持在10%左

右，投资类型为股权投资和贷

款，这在全球保险业的投资中

颇具特色。此外，日本对于贷

款、货币信托、房地产和其他

资产的配置占比也达到15%。

综合来看，保险资金对于这些

另类资产的配置需求较高，不

仅是低利率环境下有效的配置

选择，也提升了保险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第 五 ， 加 大 全 球 化 配 置

比例是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

价值提升重要路径。英国寿险

公司海外资产配置比例维持高

位，目前大约为24%。其境外

投资的品种十分丰富，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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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债券、普通股、优先股、另

类投资及衍生品等，其中普通

股占比较高（约60%）。日本

海外配置占比较高，占总资产

比重略超20%，其中90%以

上投资于海外债券特别是美国

国债。受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和

持续低利率环境的影响，海外

债券收益率普遍高于日本国内

债券，使得日本保险资金对海

外资产的配置需求维持高位。

同样受低利率因素影响，我国

台湾地区保险公司对海外利

率债、发达国家投资级债券以

及全球股票有着较高的配置偏

好，我国香港地区保险公司也

对发达国家投资级债券具有较

强需求。

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发展历史

我 国 保 险 资 金 大 类 资 产

配置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开

始的有限几类固收品种，逐步

向权益、非标、海外等资产拓

展，不但提高了保险资金的投

资收益，也增强了保险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未来，保险资

产管理机构还应该在五个方向

上继续提升能力，以更好地实

现大类资产配置目标。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保险资金大类资

产配置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

至1999年。改革开放初期，保

险资金投资较为混乱，积累了

大量不良资产。随后，政府对

保险投资加以限制，规定只能

投资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

等少数固收类品种。这一阶段

由于可配置品种非常有限，大

类资产配置的意义不大，保险

资金投资收益率也处于较低水

平。

第 二 阶 段 是 1 9 9 9 年 到

2012年。这一阶段，随着保监

会于1998年正式成立，以及

2003年首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正式成立，无论是保险监管，

还是保险投资，专业化和规范

化水平均得到极大的提高，保

险资金投资品种限制因此也得

到逐步放开，扩展到基金、股

票、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

产投资计划等权益和类固收品

种。投资品种的放开，使得保

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大幅提高，自上而下的资产配

置也成为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投

资实践中的重要一环。

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后。

2012年以来，国务院和保监会

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

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新国

十条）、保险投资“十三条新

政”、大类资产比例监管改革

为代表的系列改革创新政策，

进一步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渠

道，提高了保险大类资产配置

的有效性。

经过三个阶段的保险投资

渠道拓宽，以及保险资产管理

机构投资能力的提升，保险资

金配置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一是银行存款占比显著下

降，2004年之前最高占比超

过80%，降至目前的15%左

右；二是债券成为重要配置品

种，尽管2012年以后比重有

所下降，但始终维持在30%

以上；三是权益类资产配置占

到一定比重，但受A股市场的

影响波动较大，在2007年受

股票市场大幅上涨影响，占比

最高达到27%，而2008年次

贷危机爆发后，权益类资产占

比一路下滑，最低降至9%左

右；四是另类投资占比不断

攀升，从2013年4月初公布的

11.3%，一路上升至2018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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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8.2%。

保 险 资 金 大 类 资 产 配 置

渠道的拓宽，使得投资收益率

有了明显提升。以2012年—

2017年为例，尽管国内经济总

体上处于下行阶段，但保险投

资年均收益率达到5.3%，显著

高于同期10年期国债年均收益

率（3.5%）和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平均涨幅（2%）。

保险投资收益率的稳定及提

升，反过来也促进了保险市场

的发展，增强了保险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

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战略方向

首先，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为主线。保险资金作为长

期资金，其长期投资业绩与所

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发挥着

重要的“稳定器”和“压舱

石”的作用，因此保险行业对

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

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从

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需

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将保险资

金投资于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

升级的领域，助力国家经济战

略的落实。

其 次 ， 我 国 保 险 资 金 大

类资产配置必须始终坚守资产

负债匹配原则。保险投资可运

用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的

资本金、责任准备金及其他资

金，而且以责任准备金为主，

具有很强的利率敏感性和绝对

收益性。因此，保险资金大类

配置必须始终坚守资产负债匹

配的核心原则，确保保险资金

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并且在此

基础上实现收益性。

再次，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配置必须以扎实的品种投资能

力为基础。保险资金大类资产

配置必须建立在品种投资能力

基础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保险资金运用政策的放

开，保险公司只有不断增强在

公开市场、另类市场、海外市

场等方面的投资能力，才能享

受资产配置有效前沿扩大带来

的红利。

然后，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必须积极推进全球化

布局。全球化投资是化解单一

市场风险引发的配置收益大幅

波动的路径之一，并通过海外

投资分享其他经济体的成长收

益。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提

前储备境外投资能力，通过全

球跨币种、跨类别和跨周期的

多元化资产配置，争取更加稳

健的投资收益。

最后，我国保险资金大类

资产配置必须牢牢守住风险底

线。作为稳健的长期价值投资

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该深

刻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

国内刚性兑付打破的背景下，

做好风险管理具有更强的现实

意义。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201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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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规模、特征和发展水平

——基于注册大数据的前向分析

基于大数据的物流金融风险控制研究

【 作 者 】 孙 广 芝 、 杨 秀

丹、张东冉、王凤琪  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金融业对国家产

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利

用企业注册大数据对金融业进

行前向分析有利于评估金融行

业发展。本文基于不同城市和

地区的金融业企业注册量和注

册资金数据,运用时空统计学理

论,对金融业近十年的规模、特

征和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为

金融业在空间上呈现条块化,在

时间演化上趋向平稳。 

【关键词】金融行业;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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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物流金融业

务的不断发展,物流金融风险

也不断凸显。物流金融业务风

险主要包含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操作风险、质押物风险和

管理风险等。在传统风险管理

模式下,存在信息采集不完备、

风险量化手段单一、风险预警

机制滞后、风险评价体系不科

学等缺陷。通过运用大数据对

物流金融风险管理,将在物流金

融风险识别水平、风险计量方

法、风险控制效率、风险控制

能力等方面有着显著提升,对我

国物流金融业务的发展起到巨

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物流金融; 风

险;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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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金融机构零售领域的应用研究

——基于熵减效应

同业钱荒、羊群效应与头羊识别

——基于银行间线上资金高频逐笔询价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中国工商银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课题组赵桂德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

【摘要】新形势下,各商业

银行开始对新兴的大数据技术

给予高度关注,期望通过大数据

分析与挖掘增强零售业务的创

新能力和竞争力。本文基于熵

理论总结大数据的“负熵”特

征,从战略、技术、内部管理、

外部运营方面研究大数据对商

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影响,同时通

过分析当前体制机制建设、大

数据与业务的融合、同业竞争

等影响大数据熵减效应的主要

问题,对商业银行零售领域的大

数据应用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机构；零售领域；熵减效应；

【分类号】F832.2

【期刊】北方金融2019年

02期

【ISSN】2095-8501

【作者】闵敏 上海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科学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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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某金融

科技公司生产系统中的同业拆

借市场高频逐笔询价记录,从羊

群效应的视角切入,寻找钱荒产

生的微观机理。首先通过梳理

市场的特点,并根据其特殊性构

建理论模型,发现市场中的权重

异质性交易者(头羊)是引发短期

过度反应的重要因素;然后,利用

变点识别、秩相关计算和非参

估计等方法对其进行识别;最后,

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后续回归分

析。研究发现,即使市场资金供

需平衡,一样会因为信息不对称

而造成短期钱荒;在市场极端情

况下头羊的重复出现数具有微

观结构代表性,可作为预测指标;

进一步控制住短期资金供给差

异,该指标同样会显著影响后续

羊群效应的规模。本文最后对

同业市场羊群效应出现的原因

进行分析与总结,并给出相关政

策建议。 

【 关 键 词 】 同 业 拆 借 市

场; 钱荒；羊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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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与区块链模式实施金融科技精准扶贫

数据画像领域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作者】魏仕杰 魏敏 中

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中国

人民银行平顶山市中支

【摘要】"十三五"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胜阶段,各地各部门正实

施精准扶贫基本方略,为打赢脱

贫战创新工作模式,攻坚克难。

金融扶贫是整个扶贫工作链条

上不可缺少、最重要的引擎,能

为扶贫开发提供持续稳定的资

金来源,成倍放大财政资金的扶

贫效果。其中金融科技扶贫更

是重中之重。因此金融系统要

因地制宜,全面参与,开拓创新,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尽职尽

责,贡献最大力量。 

【分类号】F323.8;F832

【 期 刊 】 中 国 金 融 电 脑

2019年02期

【ISSN】1001-0734

【作者】李玉辉 张华 张

宝中 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

支行

【摘要】大数据时代,数据

画像越来越盛行,尤其在金融领

域,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利用个人

的身份信息、账户信息、交易

信息、社交信息、兴趣爱好等

对其开展数据画像,以此有针对

性地、分层次地向其推销产品

或服务。但不规范的数据画像

或数据画像运用不当不仅容易

导致信息主体的隐私权遭到侵

害,还可能导致其财产损失。研

究数据画像领域个人金融信息

保护存在的问题,明确数据画像

的合理边界,规范数据画像的运

用,对于平衡个人信息的使用与

保护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意

义。 

【关键词】数据画像; 大

数据; 个人金融信息; 个人隐

私; 敏感数据; 数据挖掘; 数据

处理; 数据保护; 个人信息保

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 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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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P2P网贷大数据风控管理与经验借鉴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模型研究

【作者】王冬吾 广州工

程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金

融为中小企业增加了一条融资

渠道,也肩负着实现普惠金融目

标的重任。其中P2P网络借贷

规模最大但问题也最多,对网络

借贷平台进行风险管理的呼声

也不断提高。本文通过对国外

网贷行业与平台的实践进行梳

理,了解国外的征信法律环境、

监管模式等,分析国外先进的大

数据信用评级、多途径风险分

散化、大数据风险管理、多样

化机构合作等风控管理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网贷行业征信、法

律机制、风控技术以及监管等

实际,建议从构建信用评级、完

善政策、健全监管体系、差异

化利率、建立违约补偿机制等

方面加强网贷大数据风控,促进

网贷行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2P网贷; 大

数据; 风险控制; 信用评级; 大

数据征信; 信贷风险; 信息披

露; 网贷监管; 金融科技; 互联

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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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西南金融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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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卓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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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背景

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如何为这

些金融贷款机构构建一个高效

准确的客户信用评级模型显得

尤为关键。本文分析了国内外

信用评模型的发展,并且基于机

器学习阐述了信用评级模型的

构建流程,接着分析了大数据征

信的特征,进一步给出有关构建

大数据背景下信用评级模型的

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 互联

网金融; 信用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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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融科技对P2P网络借贷发展的影响

【作者】房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金融科技的发展

正在加速金融行业的变革,越来

越多P2P平台和监管机构开始

重视并参与到金融科技的探索

和实践中来。在应用层面上,金

融科技在P2P网络借贷的应用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来进行产品研发、精准营销、

风险控制和智能投顾,应用区块

链技术提高平台信息对称性和

监管效率。但是,金融科技在

P2P网络借贷的应用也面临着

一系列困难与挑战,如大数据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的很多关键性技术仍处于

研发或试验阶段,以及金融监管

机制的变革跟不上金融科技在

P2P网络借贷应用的步伐等问

题。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

和监管的进一步完善,P2P网络

借贷的将朝着更加规范化、更

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金融科技; P2P

网 络 借 贷 ;  大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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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Purpose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isk factors for gallbladder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based on big data

in Korea.

Methods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routine checkup at the Korea Medical Institute from June 2014 to

May 2015. After excluding 677 individuals with missing information in records, 724,114 indi-

viduals (435,635 men, 288,479 women) were finally included. The definition of abnormal GB

finding included stones, sludge, polyps, and adenomyomatosis detected using ultrasonog-

raphy.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AS software version 9.2.

Results

Overall, 27,130 (17.5%) individuals were diagnosed as having abnormal GB finding in the

young age group (N = 154,463, aged 20–39 years). In me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and cholesterol level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p < 0.05). In women,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moking

history was noted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p < 0.05).

The prevalence rate of GB stones was 1.9% (27,979/154,463) in the young age group. High

body mass index (BMI), large thigh circumference, and low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

level in women and low HDL level in me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resence of

GB stones (p < 0.05).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obesity-related factors (BMI, waist size, thigh circumference, and cholesterol,

LDL, and HDL levels) correlated with GB disease in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Kore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 February 22, 2019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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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Gallbladder (GB) disease is a common disease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known to occur in

approximately 20% of healthy adults. In general, the prevalence of GB disease is more than

double in women than in men and increases with age in both sexes, reaching approximately

30% at the age of 70 years [1–8]. In 2015, cholecystectomy ranked seventh among operative

cases in Korea that were filed with the Health Insurance Review and Assessment Service [9].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a 27%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cholecystectomies in 2015 com-

pared with that in 2010 [9]. In Asian countrie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holelithiasis ranges

from 3% to 10%; specifically, according to recent studies,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cholelithiasis

were 3.2% in Japan [1], 10.7% in China [2], 7.1% in North India [3], and 5.0% in Taiwan [4].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namely, (1) immutable factors, such

as ethnicity, advanced age, female sex, and pregnancy, and (2) modifiable factors. Obesity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allstones. High 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 low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 and high triglyceride level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all-

stone formation [10, 11]. Additionally, physical activity appears to be protective, as it reduces

one’s risk of developing cholelithiasis [12, 13]. Diet and lifestyle, particularly with diet western-

ization (increased fat), changed the stone composition from pigment to cholesterol gallstones

[14–16].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which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risk factors, is

increasing in Korea. Furthermore, from 1979 to 2015, the average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waist size increased among young male and female adults [9].

Taking these states into account, we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GB disease in

young individuals undergoing health screening owing to the change in dietary habits in recent

year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the young population [17,

18].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based on health checkup data in Korea.

Materials andmethods

Study population and screening program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data maintained by the Korea Medical Institute (KMI) from

September 2014 to August 2015. The included cohort comprised 439,792 men and 295,498

women aged 20–89 years who underwent screening via the KMI between 2014 and 2015.

Among them, 677 individuals with missing information in records were excluded, and

724,114 individuals were finally included (435,635 men, 288,479 women) (Fig 1).

In this study, we reviewed young adults aged 20–39 years (217,986 male patients, 157,756

female patients) and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KMI database, which included information on

participants’ anthrop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and imaging studies. Anthropo-

metric data included height, weight, and waist and thigh circumferences. A questionnaire that

included questions about life habits (history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smoking) was used

in the examination. Laboratory tests included a blood test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thyroid function, lipid profile, anemia, and tumor marker and urine

analyses). Metabolic syndrome was defined as the presence of three risk factors (waist circum-

ference�102 cm for men or�88 cm for women; triglyceride level�150 mg/dL; HDL level

<40 mg/dL for men or<50 mg/dL for women; blood pressure�130/85 mmHg, and fasting

glucose level�110 mg/dL),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 criteria

[19].

The cutoff value for LDL level was 100 mg/dL in concordance with the indication by the

Adult Treatment Panel III guidelines that the LDL level for initiating therapeutic lifestyle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ge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 February 22, 2019 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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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s�100 mg/dL. According to these guidelines, the optimal value for LDL level was

<100 mg/dL [19]. The cutoff value for HDL level was 40 mg/dL for men and 50 mg/dL for

women.

Based on average values in Koreans aged 20–30 years, the mean waist circumference is

83.08 cm for men and 73.89 cm for women, whereas the mean thigh circumference is 57.85

cm for men and 55.12 cm for women [20]. The cutoff value for BMI was 23 (BMI: overweight,

23–25 kg/m2; obese, 25–30 kg/m2; severely obese,�30 kg/m2). The cutoff value for cholesterol

level was the mean value in our data. We performe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value based on the

cutoff value.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ic findings were reported as either negative or positive

(abnormal finding for the GB, liver, kidney, and pancreas). This study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Gangnam Severance Hospital (2015-0519-002),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Case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selection

The outlier group was defined based on anthropometric and laboratory data. We excluded the

outlier group from the total datasets. We defined the outlier group as below 1% and above

99%. Therefore, 69,568 young (20s and 30s) men (n = 41,974) and women (n = 27,594) wer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With respect to abnormal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ic findings, we

defined abnormal GB finding as GB stones, polyps, and adenomyomatosis (Fig 1).

Data are contained within the manuscript.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alculated prevalence of abnormal GB finding wa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prevalence using tests of proportions, for which a p-value<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thropometric indices and laboratory values were compared for any difference,

and we evaluated whether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using paired t-test.

Fig 1. Study flow diagra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g001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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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height, weight, BMI, waist and thigh circumferences,

and laboratory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 and were compared

using Student’s t-test. Categorical variables, including metabolic syndrome and a history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smoking, are expressed as counts and percentages and were com-

pared using Fisher’s exact test. The results of this model are presented as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ata were pro-

cessed using SAS software version 9.2 (SAS Institute, Cary, NC, USA).

Results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nthropometric indices and laboratory data of the young age group were analyzed (Table 1).

In the young age group, the mean age of men and women was 32.9 (SD 4.2) years and 31.1 (SD

4.8) year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mean height and weight were 172.7 (SD 19.5) cm and

74.1 (SD 12.9) kg in men and 159.9 (SD 18.8) cm and 55.4 (SD 10.2) kg in women, respectively.

The BMI was 24.2 (SD 3.9) kg/m2 in men and 21.1 (SD 3.7) kg/m2 in women. A BMI of 24.2

kg/m2 in men is defined as overweight in Korea (BMI: overweight, 23–25 kg/m2; obese, 25–30

kg/m2; severely obese,�30 kg/m2) [10].

The mean waist and thigh circumference in the young age group were 81.9 (SD 11.5) cm

and 53.2 (SD 7.2) cm in men and 69.4 (SD 10.5) cm and 49.3 (SD 7.2) cm in women, respec-

tively. All variable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etabolic syndrome

In the young age group, 1,181 (1.7%) participants had metabolic syndrome. Among partici-

pants, 20337 (29.2%) were smokers, 69227 (99.5%) were drinkers, and 289 were diagnosed

Table 1. Anthropometric indices and laboratory data of the young age group (age, 20s to 30s).

Men (n = 41,974) Women(n = 27,594) P-valuea

Age, yr 32.9±4.2 31.1±4.8 <0.01

Height, cm 172.7±19.5 159.9±18.8 <0.01

Weight, kg 74.1±12.9 55.4±10.2 <0.01

BMI 24.2±3.9 21.1±3.7 <0.01

Waist circumference, cm 81.9±11.5 69.4±10.5 <0.01

Thigh circumference, cm 53.2±7.2 49.3±7.2 <0.01

Hb [12-16g/dl] 15.5±0.8 13.1±0.8 <0.01

Hct [37–47%] 44.9±2.2 39.1±2.2 <0.01

AST [16-37U/L] 23.0±7.6 18.0±5.0 <0.01

ALT [11-46U/L] 28.0±16.8 14.2±7.9 <0.01

Bilirubin [0.3–1.8mg/dl] 0.9±0.3 0.8±0.2 <0.01

Albumin [3.4–5.3g/dl] 4.5±0.2 4.4±0.2 <0.01

r-GTP [8-46U/L] 39.8±27.8 18.1±11.4 <0.01

ALP [35-83U/L] 54.4±11.7 43.8±10.0 <0.01

Cholesterol [<200mg/dl] 190.1±30.2 177.4±26.8 <0.01

HDL [40-99mg/dl] 55.1±12.4 68.7±13.8 <0.01

LDL [<100mg/dl] 109.9±27.5 94.4±24.1 <0.01

Triglyceride [<150mg/dl] 127.1±73.2 72.1±38.8 <0.01

Abbreviations: yr, years; BMI, body mass index; Hb, hemoglobin; Hct, hematocrit;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r-GTP, gamma-

glutamyl transpeptidase; ALP, alkaline phosphatase; H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LD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a 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t tes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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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iabetes. All variable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able 2).

Young age group with abnormal GB finding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In men and wome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val-

ues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In men,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BMI, triglyceride level, and laboratory data (hemoglobin, hematocri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bumin,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alka-

line phosphatase)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In wome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s of anthropometric indices (weight, BMI,

waist and thigh circumferences), LDL and HDL levels, and laboratory data (hemoglobin,

hematocri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bumin)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Table 3).

Risk factors for abnormal GB finding.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olesterol level among men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cholesterol: OR = 0.928, 95% CI = 0.882–0.976, p< 0.01). Among wome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ist circumference (OR = 1.177, 95% CI = 1.063–1.304,

p< 0.01), thigh circumference (OR = 1.111, 95% CI = 1.021–1.20, p = 0.01), BMI (OR = 1.124,

95% CI = 1.027–1.231, p = 0.01), LDL level (OR = 1.098, 95% CI = 1.015–1.187, p = 0.02), cho-

lesterol level (OR = 1.082, 95% CI = 0.999–1.171, p = 0.05), and smoking history (OR = 1.189,

95% CI = 1.013–1.395, p = 0.03)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Table 4).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DL level (OR = 1.081, 95% CI =

1.007–1.161, p = 0.03) and cholesterol level (OR = 0.88, 95% CI = 0.821–0.943, p< 0.01) were

noted among men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Fig 2A).

Further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moking history was observed among women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smoking history: OR = 1.196, 95%

CI = 1.019–1.405, p = 0.03) (Fig 2B).

Young age group with GB stones

We compared the GB stone group and non-GB stone group among young adults. In the uni-

variate analy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ist circumference (OR = 1.192, 95% CI = 1.003–

1.417, p = 0.04), BMI (OR = 1.204, 95% CI = 1.035–1.401, p = 0.01), and HDL level (OR =

0.813, 95% CI = 0.705–0.936, p< 0.01) were observed among men between the GB stone

Table 2. Metabolic syndrome and health behaviors in the young age group.

Variable Men(n = 41974) Women(n = 27594) P -valuea

Metabolic
Syndrome

Yes 656 525 <0.01

No 41318 27069

Smoking Non smoker 23664 25567 <0.01

Smoker 18310 2027

Drinking Non drinker 144 197 <0.01

Drinker 41830 27397

Diabetes mellitus Yes 208 81 <0.01

No 41766 27513

a 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t tes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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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Moreo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ist circumference

(OR = 2.021, 95% CI = 1.666–2.452, p< 0.01), thigh circumference (OR = 1.785, 95% CI =

1.502–2.123, p< 0.01), BMI (OR = 2.079, 95% CI = 1.742–2.48, p< 0.01), and HDL level

(OR = 0.583, 95% CI = 0.454–0.75, p< 0.01) were noted among women between the GB stone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Table 4).

With respect to anthropometric indices,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HDL level were sig-

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resence of GB stones in the male GB stone group (p< 0.01). In

women, the LDL level was also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the presence of GB stones (p< 0.01)

(Table 5).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gallstones by some variables, including anthropometric

indices and obesity-related factors, was performed in the young age group. In men, low HDL

level (OR = 0.858, 95% CI = 0.741–0.994, p = 0.01)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pres-

ence of GB stones (Fig 3A). In women, high BMI (OR = 1.512, 95% CI = 1.17–1.955, p< 0.01),

large thigh circumference (OR = 1.288, 95% CI = 1.04–1.596, p = 0.02), and low HDL level

(OR = 0.747, 95% CI = 0.573–0.972, p = 0.03)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resence

of GB stones (Fig 3B).

Discussion

BMI, obesity, abdominal fat, metabolic syndrome, and diabetes mellitus are confirmed risk

factors for gallstones [5, 10, 12, 21–24]. However, the prevalence of abnormal GB finding

among young adults with a high level of obesity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study on abnormal GB findings detected by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in

Table 3. Anthropometric indices and laboratory data of the young age group with abnormal GB finding (stones, sludge, polyps, and adenomyomatosis) and normal
GB finding.

Men (n = 7631) Women (n = 3042)

Abnormal GB Normal GB p-value a Abnormal GB Normal GB p-value a

Age, yr 33.5±3.9 32.9±4.2 <0.01 32.7±4.3 31.3±4.8 <0.01

Height, cm 174.8±5.4 174.7±5.6 0.41 162.0±4.9 162.0±5.1 0.85

Weight, kg 74.9±9.6 75.0±10.1 0.11 57.1±8.2 56.5±7.8 <0.01

BMI 24.5±2.8 24.6±2.9 0.03 21.7±2.9 21.5±2.8 <0.01

Waist circumference, cm 82.8±7.1 82.9±7.3 0.08 71.3±7.0 70.7±6.7 <0.01

Thigh circumference, cm 53.9±4.2 53.9±4.4 0.83 50.4±4.4 50.2±4.3 0.01

Hb [12-16g/dl] 15.4±0.8 15.5±0.8 <0.01 13.1±0.8 13.0±13.0 <0.01

Hct [37–47%] 44.8±2.2 44.9±2.2 <0.01 38.9±2.2 39.1±2.2 <0.01

AST [16-37U/L] 22.3±7.3 23.3±7.9 <0.01 17.9±5.1 18.1±5.1 0.14

ALT [11-46U/L] 26.7±15.4 28.6±17.3 <0.01 14.7±8.3 14.3±7.9 0.01

Bilirubin [0.3–1.8mg/dl] 0.9±0.3 0.9±0.3 0.56 0.8±0.2 0.8±0.3 0.15

Albumin [3.4–5.3g/dl] 4.4±0.2 4.5±0.2 <0.01 4.3±0.2 4.4±0.2 <0.01

r-GTP [8-46U/L] 39.0±27.8 40.3±28.3 <0.01 18.3±12.0 18.1±11.4 0.24

ALP [35-83U/L] 53.9±11.8 54.4±11.7 <0.01 43.6±10.4 43.7±9.9 0.72

Cholesterol [<200mg/dl] 189.6±29.9 190.7±30.3 <0.01 178.5±27.3 177.6±26.8 0.08

HDL [40-99mg/dl] 54.7±12.3 54.9±12.4 0.07 67.7±13.7 68.4±13.7 0.02

LDL [<100mg/dl] 110.3±27.1 110.3±27.5 0.94 96.3±24.3 94.7±21.2 <0.01

Triglyceride [<150mg/dl] 124.1±70.8 128.2±72.8 <0.01 72.8±39.3 72.5±38.6 0.65

Abbreviations: GB, gallbladder; yr, years; BMI, body mass index; Hb, hemoglobin; Hct, hematocrit;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r-

GTP,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ALP, alkaline phosphatase; H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LD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a 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t tes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t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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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individuals. As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increases globally [25–27], the prevalence of

gallstone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is expected to also increase. In particular,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is rapidly increasing in Korea owing to the westernization of food and lifestyle [28]. In

recent years, obesity has emerged as a major health threat in Korea [29]. The Kore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report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obese Koreans (those with a BMI of

30 kg/m2 or above) increased from 2.5%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in 2002 to 4.2% in 2012 an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 of GB stones in the 20s and 30s was 0.95% and 2.26%, respectively [9].

According to another study, the prevalence rate of gallstones in the early 2000s was 0.39% for

those aged<30 years and 0.99% for those in their 30s [21]. In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was

performed using data from September 2014 to August 2015, the prevalence rate of abnormal

GB finding and GB stones was 17.5% and 1.9%, respectively. This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ncrease in obesity in Korea for approximately 10 year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gallstones.

However,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i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cause of persistent

abdominal discomfort, and several young individuals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cholecystitis.

Therefore, detecting young adults with asymptomatic GB disease is important because early

diagnosis of GB disease can be the first step to finding the cause of indigestion and abdominal

pain.

In our data, abnormal ultrasonographic findings of GB disease included cholesterol and

pigment stones, polyps, and adenomyomatosis. Traditionally, pigment and cholesterol stones

were thought to represent a different pathogenesis. However, recent find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se types of stones share the same risk factors [30–32].

Variants of the gene encoding UGT1A1 (uridine 5’-diphosphate (UDP)- glucuronosyl-

transferase 1A1) responsible for bilirubin conjugation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Table 4. Un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abnormal GB finding and GB stones.

Variables Men Women

Abnormal GB GB stone Abnormal GB GB stone

Odds ratio P valueb Odds ratio P valueb Odds ratio P valueb Odds ratio P valueb

[95%CI] [95%CI] [95%CI] [95%CI]

Waist circumference 1.013 0.67 1.192 0.04 1.177 <0.01 2.021 <0.01

[0.955–1.075] [1.003–1.417] [1.063–1.304] [1.666–2.452]

Thigh circumference 1.012 0.65 1.016 0.82 1.111 0.01 1.785 <0.01

[0.961–1.066] [0.88–1.173] [1.021–1.209] [1.502–2.123]

BMI 1.004 0.88 1.204 0.01 1.124 0.01 2.079 <0.01

[0.952–1.059] [1.035–1.401] [1.027–1.231] [1.742–2.48]

LDL 0.993 0.78 1.017 0.81 1.098 0.02 1.132 0.16

[0.943–1.046] [0.881–1.176] [1.015–1.187] [0.953–1.344]

HDL 0.967 0.21 0.813 <0.01 0.888 0.08 0.583 <0.01

[0.918–1.019] [0.705–0.936] [0.777–1.016] [0.454–0.75]

Cholesterol 0.928 <0.01 0.921 0.25 1.082 0.05 0.999 0.99

[0.882–0.976] [0.801–1.059] [0.999–1.171] [0.837–1.191]

Smoking 0.989 0.65 0.921 0.25 1.189 0.03 0.854 0.32

[0.94–1.04] [0.801–1.06] [1.013–1.395] [0.625–1.167]

Drinking 1.138 0.54 1.909 0.16 0.953 0.83 0.251 0.17

[0.747–1.736] [0.779–4.682] [0.602–1.51] [0.035–1.798]

Abbreviations: GB, gallbladder; BMI, body mass index; H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LD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b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cox-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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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stones and stone bilirubin content, suggesting common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o-

lesterol and pigment gallstones [31].

As these stones were not classified in our data, this was a limit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this study, the mean values for all obesity-related factors among

young men and women were higher i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B

group.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obesity-related factors affect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Among men, BMI was higher i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B

group, which was contrary to our conclusion. 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among women

were higher i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B group (Table 3). For

this reason, metabolic factors in women seem to exert a greater effect on GB disease. Lifestyle

Fig 2. Odds ratios for abnormal GB finding in young men (A) and women (B) observed from health checkup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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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s, such as smoking and drinking, seem to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risk factors for GB dis-

ease in men.

The risk of abnormal GB finding in young men was 1.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young

women (OR = 1.553, 95% CI = 1.464–1.648, p< 0.01). This result is in contrast to a previous

finding that indicated generally higher prevalence of GB disease in women than in men [5]. In

this study, differences in the results for obesity-related factors i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were larger in men than in women. Compared with young women, young men in

Korea are familiar with the culture of having dinner and drinking with company. This culture

results in more obesity, especially among young men [33, 34]. Relatively, young women prefer

to have a slender appearance [35, 36], and most obesity-related factors i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were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In men, obesity-related factors such as LDL level are proportional to the risk of abnormal

GB finding. However, cholesterol level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There was only a subtle differ-

ence in cholesterol level between the abnormal GB finding group and normal GB group; fur-

thermore, cholesterol level was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In women, smoking is proportional

to the risk of abnormal GB finding. The role of smoking as a risk factor has not yet been clari-

fied. Some studies have report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smoking and GB disease [37–39]; nev-

ertheless, the definite mechanism of smoking in GB disease remains unknown. GB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may be explained by changes in serum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s

[38].

In this study,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was performed in adults over 20 years of age.

However, most young adults in their 20s to 40s until now do not undergo ultrasonography

because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is not covered by insurance. However, our results would

be meaningful because insurance for ultrasonography is implemented in Korea starting from

this year.

The present study has limitations, particularly its retrospective design and data from young,

healthy workers who underwent health screening. Because of the high proportion of young

individuals, the prevalence in young adults in relation to the overall prevalence is not definitely

indicative of the actual prevalence. In addition, as we used data from one year in 2014, the

study included recent data; nonetheless,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a multiyear study is a disadvan-

tage. Additionall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not followed up. Thus, we could not eval-

uate their treatment for GB disease (cholecystectomy or medications) after their health

checkup. In our study, we did not classify each ultrasonographic finding for GB disease (cho-

lesterol stone, pigment stone, polyp, or adenomyomatosis). We could not also evaluate each

risk factor. However, for GB stones, risk factors were analyzed separately. These results were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GB stone group and non-GB stone group among young adults.

Men (n = 37301) Women (n = 22098)

GB stone
(n = 806)

Non GB stone
(n = 36495)

p-value a GB stone
(n = 554)

Non GB stone
(n = 21544)

p-value a

BMI 24.9 ± 3.1 24.6 ± 2.9 <0.01 22.8 ± 3.6 21.5 ± 2.8 <0.01

Waist circumference, cm 83.8 ± 7.8 82.9 ± 7.3 <0.01 73.5 ± 8.2 70.7 ± 6.7 <0.01

Thigh circumference, cm 54.1 ± 4.4 53.9 ± 4.4 0.21 51.6 ± 4.9 50.2± 4.3 0.21

Cholesterol [<200mg/dl] 189.3 ± 30.9 190.5 ± 30.2 0.29 178.9 ± 28.2 177.7 ± 26.8 0.30

HDL [40-99mg/dl] 53.2 ± 11.6 55.0 ± 12.4 <0.01 65.1 ± 13.9 68.4 ± 13.7 <0.01

LDL [<100mg/dl] 110.8 ± 27.1 110.3 ± 27.5 0.61 97.9 ± 24.6 94.9 ± 24.2 <0.01

Abbreviations: GB, gallbladder; BMI, body mass index; H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LD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a 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t tes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t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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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GB disease. GB ston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sso-

ciated with obesity-related factors (BMI, HDL level, and thigh circumference). In this study,

we could not describe the degree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lcohol

because the questionnaire used for collecting health checkup data was not designed to assess

the exact amount of alcohol.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based on large-scale health screening data. The use of big data aims to analyze

large, heterogeneous datasets to provide in-depth insights into complex processes, and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evaluating risk factor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might consider the

Fig 3. Odds ratios for the presence of gallstones in young men (A) and women (B) observed from health checkup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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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of GB disease in young adults with digestive symptoms, such as persistent abdomi-

nal discomfort.

Supporting information

S1 File. Raw data of health checkup.

(XLSX)

Author Contributions

Conceptualization: Joon Seong Park.

Data curation:Hyung Sun Kim, Seong Kyung Cho.

Formal analysis: Chang Soo Kim.

Investigation:Hyung Sun Kim.

Methodology: Seong Kyung Cho.

Resources: Seong Kyung Cho, Chang Soo Kim, Joon Seong Park.

Supervision: Chang Soo Kim.

Writing – original draft:Hyung Sun Kim.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Joon Seong Park.

References
1. Nomura H, Kashiwagi S, Hayashi J, KajiyamaW, Ikematsu H, Noguchi A, et al. Prevalence of gallstone

disease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of Okinawa, Japan. Am J Epidemiol. 1988; 128(3):598–605. Epub
1988/09/01. PMID: 3046339.

2. Sun H, Tang H, Jiang S, Zeng L, Chen EQ, Zhou TY, et al. Gender and metabolic differences of gall-
stone disease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9; 15(15):1886–91. Epub 2009/04/17. https://doi.org/10.
3748/wjg.15.1886 PMID: 19370788;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2670418.

3. Unisa S, Jagannath P, Dhir V, Khandelwal C, Sarangi L, Roy TK. Population-based study to estimate
prevalence and determine risk factors of gallbladder diseases in the rural Gangetic basin of North India.
HPB (Oxford). 2011; 13(2):117–25. Epub 2011/01/19. https://doi.org/10.1111/j.1477-2574.2010.00255.
x PMID: 21241429;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3044346.

4. Chen CH, HuangMH, Yang JC, Nien CK, Etheredge GD, Yang CC,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gallstone disease in an adult population of Taiwan: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6; 21(11):1737–43. Epub 2006/09/21. https://doi.org/10.1111/j.1440-1746.2006.04381.x PMID:
16984599.

5. Shaffer EA.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for gallstone disease: has the paradigm changed in the 21st
century? Curr Gastroenterol Rep. 2005; 7(2):132–40. PMID: 15802102.

6.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lectronic address eee. EAS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lines on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llstones. J Hepatol. 2016; 65(1):146–81. Epub
2016/04/18. https://doi.org/10.1016/j.jhep.2016.03.005 PMID: 27085810.

7. Lammert F, Gurusamy K, Ko CW, Miquel JF, Mendez-Sanchez N, Portincasa P, et al. Gallstones. Nat
Rev Dis Primers. 2016; 2:16024. Epub 2016/04/29. https://doi.org/10.1038/nrdp.2016.24 PMID:
27121416.

8. Portincasa P, Moschetta A, Palasciano G. Cholesterol gallstone disease. Lancet. 2006; 368
(9531):230–9. Epub 2006/07/1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6)69044-2 PMID: 16844493.

9. Service NHI. Korea Health Industry Statistic System 2015.

10. Aune D, Norat T, Vatten LJ. Body mass index, abdominal fatness and the risk of gallbladder disease.
Eur J Epidemiol. 2015; 30(9):1009–19. https://doi.org/10.1007/s10654-015-0081-y PMID: 26374741.

11. Tsai CJ, LeitzmannMF,Willett WC, Giovannucci EL. Long-chain saturated fatty acids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gallstone disease amongmen. Ann Surg. 2008; 247(1):95–103. https://doi.org/10.1097/SLA.
0b013e31815792c2 PMID: 18156928.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ge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 February 22, 2019 11 / 13



13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12. LeitzmannMF, Rimm EB,Willett WC, Spiegelman D, Grodstein F, Stampfer MJ, et al. 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risk of cholecystectomy in women. New Engl J Med. 1999; 341(11):777–84.
https://doi.org/10.1056/NEJM199909093411101WOS:000082534000001. PMID: 10477775

13. Molina-Molina E, Lunardi Baccetto R, Wang DQ, de Bari O, Krawczyk M, Portincasa P. Exercising the
hepatobiliary-gut axi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ctivity performance. Eur J Clin Invest. 2018; 48(8):
e12958. Epub 2018/05/26. https://doi.org/10.1111/eci.12958 PMID: 29797516.

14. Larsson SC, Hakansson N, Wolk A. Healthy dietary patterns and incidence of biliary tract and gallblad-
der cancer i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women and men. Eur J Cancer. 2017; 70:42–7. https://doi.org/10.
1016/j.ejca.2016.10.012 PMID: 27870981.

15. McConnell TJ, Appleby PN, Key TJ. Vegetarian diet as a risk factor for symptomatic gallstone disease.
Eur J Clin Nutr. 2017; 71(6):731–5. https://doi.org/10.1038/ejcn.2016.252WOS:000403057500006.
PMID: 28272400

16. Park Y, Kim D, Lee JS, Kim YN, Jeong YK, Lee KG,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 and gallstones of
cholesterol and pigment among patients with cholecystectomy: a case-control study in Korea. J Health
Popul Nutr. 2017; 36. ARTN 39 https://doi.org/10.1186/s41043-017-0116-yWOS:000416123500001.
PMID: 29169372

17. Constantinescu T, Huwood Al Jabouri AK, Bratucu E, Olteanu C, TomaM, Stoiculescu A. Gallstone dis-
ease in young population: incidence, complications, therapeutic approach. Chirurgia (Bucur). 2012; 107
(5):579–82. PMID: 23116830.

18. Chilimuri S, Gaduputi V, Tariq H, Nayudu S, Vakde T, Glandt M, et al. Symptomatic Gallstones in the
Young: Changing Trends of the Gallstone Disease-Related Hospitalization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1996–2010. J Clin Med Res. 2017; 9(2):117–23. https://doi.org/10.14740/jocmr2847w PMID:
28090227;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5215015.

19. Program TNCE. Third Report of the Expert Panel on Detection,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High
Blood Cholesterol in Adults (Adult Treatment Panel III, or ATP III). 2002.

20. https://sizekorea.kr.

21. Yun-Jin ChungMD, Young-Dae Park M.D., Ho-Chul Lee M.D., Han-Jin Cho M.D., Kwan-Sik Park MD,
Eun-Hee SeoM.D.,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gallstones in a general health screened popula-
tion. Korean Journal of Medicine 2007; 72(5).

22. Banim PJ, Luben RN, Bulluck H, Sharp SJ, WarehamNJ, Khaw KT, et al. The aetiology of symptomatic
gallstones qua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s of obesity, alcohol and serum lipids on risk. Epidemiological and
biomarker data from a UK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PIC-Norfolk).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1;
23(8):733–40. Epub 2011/05/31. https://doi.org/10.1097/MEG.0b013e3283477cc9 PMID: 21623190.

23. Chen Y, Kong J, Wu S. Cholesterol gallstone disease: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gallbladder. Lab Invest.
2015; 95(2):124–31. https://doi.org/10.1038/labinvest.2014.140 PMID: 25502177.

24. Cai JS, Qiang S, Bao-Bing Y. Advances of recurrent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choledocholithia-
sis. Scand J Gastroenterol. 2017; 52(1):34–43. https://doi.org/10.1080/00365521.2016.1224382 PMID:
27610642.

25. James PT. Obesity: the worldwide epidemic. Clin Dermatol. 2004; 22(4):276–80. Epub 2004/10/12.
https://doi.org/10.1016/j.clindermatol.2004.01.010 PMID: 15475226.

26. Ezzati M, Bentham J, Di Cesare M, Bilano V, Bixby H, Zhou B, et al. Worldwide trends in body-mass
index, under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from 1975 to 2016: a pooled analysis of 2416 population-
based measurement studies in 128.9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Lancet. 2017; 390
(10113):2627–42.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129-3WOS:000418101000024. PMID:
29029897

27. Ogden CL, Carroll MD, Lawman HG, Fryar CD, Kruszon-Moran D, Kit BK, et al. Trends in Obesity Prev-
alence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8–1994 Through 2013–2014. Jama-J
AmMed Assoc. 2016; 315(21):2292–9.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6.6361
WOS:000377183100018. PMID: 27272581

28. Ramachandran A, Snehalatha C. Rising burden of obesity in Asia. J Obes. 2010; 2010. Epub 2010/09/
28. https://doi.org/10.1155/2010/868573 PMID: 20871654;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2939400.

29. Nam-Kyou Bae K-HK, In-Sun Kwon, Young-Chae Cho. Changes in Prevalence of Obesity for 10 Years
(1997–2007)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Health Checkup Examinees. Journal of the Korea Academia-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ociety. 2009; 10(5):1091–9.

30. Weerakoon HT, Ranasinghe JG, Navaratna A, Sivakanesan R, Galketiya KB, Rosairo S. Can the type
of gallstones be predicted with known possible risk factors?: A comparison betweenmixed cholesterol
and black pigment stones. BMCGastroenterol. 2014; 14:88. https://doi.org/10.1186/1471-230X-14-88
PMID: 24884475;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4017087.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ge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 February 22, 2019 12 / 13



133

外文文献全文

31. Van ErpecumKJ. Pathogenesis of cholesterol and pigment gallstones: An update. Clin Res Hepatol
Gas. 2011; 35(4):281–7. https://doi.org/10.1016/j.clinre.2011.01.009WOS:000289839700006. PMID:
21353662

32. Portincasa P, Moschetta A, Berardino M, Di-Ciaula A, Vacca M, Baldassarre G, et al. Impaired gallblad-
der motility and delayed orocecal transit contribute to pigment gallstone and biliary sludge formation in
beta-thalassemia major adult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4; 10(16):2383–90. Epub 2004/07/31.
https://doi.org/10.3748/wjg.v10.i16.2383 PMID: 15285024;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4576293.

33. Amudha S. Poobalana LSA, Amanda Clarkeb andWilliam Cairns S. Smitha. Diet behaviour among
young people in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18–25 year olds): a mixed method study. Health Psychology &
Behavioural Medicine,. 2014; 2(1):909–28.

34. Martinez-Gonzalez MA, Martin-Calvo N. Themajor European dietary pattern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Rev Endocr Metab Dis. 2013; 14(3):265–71. https://doi.org/10.1007/s11154-013-9264-6
WOS:000324881200006. PMID: 23979531

35. Kim CS, Ko SH, Kwon HS, Kim NH, Kim JH, Lim S, et al. Prevalence, awareness, and management of
obesity in Korea: data from the Korea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1998–2011).
Diabetes Metab J. 2014; 38(1):35–43. Epub 2014/03/15. https://doi.org/10.4093/dmj.2014.38.1.35
PMID: 24627826;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3950193.

36. Mi-Ok Kim J-GE, Un-Jae Chang, Kayoko Sawano, and Tokuko Miyamoto. The Comparison of Korean
and Japanese CollegeWomen’s Self-evaluation on Obesity and Attitude to Weight Control. J Food Sci
Nutr. 2009; 14:303–9.

37. Degirmenci B, Albayrak R, Haktanir A, Acar M, Yucel A. Acute effect of smoking on gallbladder empty-
ing and refilling in chronic smokers and nonsmokers: A sonographic study. World J Gastroentero. 2006;
12(34):5540–3. https://doi.org/10.3748/wjg.v12.i34.5540WOS:000240647100019. PMID: 17006996

38. Craig WY, Palomaki GE, Haddow JE. Cigarette-Smoking and Serum-Lipid and Lipoprotein Concentra-
tions—an Analysis of Published Data. Brit Med J. 1989; 298(6676):784–8.WOS:A1989T847900019.
PMID: 2496857

39. Aune D, Vatten LJ, Boffetta P. Tobacco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gallbladder disease. Eur J Epidemiol.
2016; 31(7):643–53. https://doi.org/10.1007/s10654-016-0124-z PMID: 26898907;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4977331.

Risk factors for GB disease in young age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480 February 22, 2019 13 / 13



13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RESEARCH ARTICLE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Ravi MadduriID
1,2, Kyle Chard1,2, Mike D’ArcyID

3, Segun C. Jung1,2, Alexis Rodriguez1,2,
Dinanath Sulakhe1,2, Eric Deutsch4, Cory Funk4, Ben HeavnerID

5, Matthew Richards4,
Paul Shannon4, Gustavo GlusmanID

4, Nathan Price4, Carl Kesselman3, Ian FosterID
1,2,6*

1Globu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Data Science and Learning

Division,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Lemont, Illino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Seattl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foster@uchicago.edu

Abstract

Big biomedical data create exciting opportunities for discovery, but make it difficult to cap-

ture analyses and outputs in forms that are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

(FAIR). In response, we describe tools that make it easy to capture, and assign identifiers

to, data and code throughout the data lifecycle. We illustrate the use of these tools via a

case study involving a multi-step analysis that creates an atlas of putative transcription fac-

tor binding sites from terabytes of ENCODE DNase I hypersensitive sites sequencing data.

We show how the tools automate routine but complex tasks, capture analysis algorithms in

understandable and reusable forms, and harness fast networks and powerful cloud comput-

ers to process data rapidly, all without sacrificing usability or reproducibility—thus ensuring

that big data are not hard-to-(re)use data. We evaluate our approach via a user study, and

show that 91% of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replicate a complex analysis involving consider-

able data volumes.

1 Introduction

Rapidly growing data collections create exciting opportunities for a new mode of scientific dis-

covery in which alternative hypotheses are developed and tested against existing data, rather

than by generating new data to validate a predetermined hypothesis [1, 2]. A key enabler of

these data-driven discovery methods is the ability to easily access and analyze data of unprece-

dented size, complexity, and generation rate (i.e., volume, variety, and velocity)—so called big

data. Equally important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that results be easily consumed by other sci-

entists [3, 4]: that is that results be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 (FAIR) [5].

Yet there is currently a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potential and practical reali-

zation of data-driven approaches in biomedical discovery [6]. This unfortunate situation

results, in part at least, from inadequacies in the computational and data management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 April 11, 2019 1 / 22

a1111111111
a1111111111
a1111111111
a1111111111
a1111111111

OPEN ACCESS

Citation:Madduri R, Chard K, D’Arcy M, Jung SC,

Rodriguez A, Sulakhe D, et al. (2019)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PLoS ONE 14(4): e0213013. https://doi.

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

Editor: Rashid Mehmood, 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 SAUDI ARABIA

Received: June 21, 2018

Accepted: February 13, 2019

Published: April 11, 2019

Copyright:© 2019Madduri et a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source are credited.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Pointers (URLs) to all

relevant data and analysis are within the paper. The

identifiers and URLs for the data objects used as

inputs and generated as outputs can be found

below. These are in the manuscript as Table 2.

DNase-Seq have the unique identifier minid:b9dt2t

with a landing page at: http://minid.bd2k.org/minid/

landingpage/ark:/57799/b9dt2t The data are

available at URL: http://s3.amazonaws.com/bdds-

public/bags/bagofbags/FASTQ_ENCODE_Input_

BagOfBags.zip. Aligned BAM files have an identifier

of minid:b9vx04 with a landing page at: http://

minid.bd2k.org/minid/landingpage/ark:/57799/



135

外文文献全文

approaches available to biomedical researchers. In particular, tools rarely scale to big data. For

example, while a desktop tool may allow an analysis method to be readily applied to a small

dataset (e.g., a single genome), applying the same method to a large dataset (e.g., 1,000

genomes) requires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associated

data and computation management tasks frequently becomes a gating factor to progress.

These difficulties are magnified by the disjointed nature of the biomedical data landscape,

which often lacks common interfaces for data discovery and data access, conventions for bun-

dling and transporting datasets, and methods for referencing data produced in different loca-

tions and features non-portable and idiosyncratic analysis suites.

We show here that these difficulties can be overcome via the use of relatively simple tools

that either entirely automate or significantly streamline the many, often mundane, tasks that

consume biomedical researcher time. These tools include Big Data Bags (BDBags) for data

exchange and minimal identifiers (Minids) as persistent identifiers for intermediate data prod-

ucts [7]; Globus cloud services for authentication and data transfer [8, 9]; and the Galaxy-

based Globus Genomics [10] and Docker containers [11] for reproducible cloud-based com-

putations. Simp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level integration means that, for

example, whenever a new BDBag is created to bundle outputs from a computation, a Minid

can easily be created that can then be consumed by a subsequent computational step. We note

that while the FAIR principles were originally stated with respect to published results, they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aspects of the data lifecycle, including not only final results but also

intermediate data and analysis code. To demonstrate what can be achieved in this space, we

present here a case study of big data analysi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 (TFBS) analysis

that creates an atlas of putative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from ENCODE DNase I

hypersensitive sites sequencing (DNase-seq) data, across 27 tissue types. DNase-seq footprint-

ing provides a means to predict genome-wide binding sites for hundreds of transcription fac-

tors (TFs) simultaneously. This application involves the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terabytes of publicly available DNase-seq data with an aggregated set of position weight matri-

ces represen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a range of open source analysis programs,

Galaxy workflows, and customized R scripts; high-speed networks for data exchange;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core-hours of computation on workstations and public clouds. We introduce

the analysis method, review the tools us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present the implementa-

tion itself, showing how the tools enable the principled capture of a complex computational

workflow in a reusable form. In particular, we show how all resources used in this work, and

the end-to-end process itself, are captured in reusable forms that are accessible via persistent

identifiers. To evaluate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FAIRness of our methods we conducted a user

study comprising 11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Each was asked to replicate the TFBS workflow

on a subset of ENCODE data. All but one were able to replicate this analysis in full.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In §2, we introduce the TFBS atlas application

and in §3 the tools that we use to create a FAIR implementation. We describe the implementa-

tion in §4 and §5, evalu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our approach in §6, discuss implications of

this work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other approaches in §7, and conclude in §8.

2 An atla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Large quantities of DNase I hypersensitive sites sequencing (DNase-seq) data are now avail-

able, for example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 (ENCODE) [12]. Funk et al. [13]

show how such data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genome-wide maps of candidate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TFBSs) via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footprinting methods. As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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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d in Fig 1, their method comprises five main steps, which are labeled in the figure and

referenced throughout this paper as 1 ‥ 5 :

1 Retrieve tissue-specific DNase-seq data from ENCODE, for hundreds of biosample repli-

cates and 27 tissue types.

2 Combine the DNase-seq replicates data for each aligned replicate in each tissue and

merge the results. Alignments are computed for two seed sizes, yielding double the num-

ber of output files.

3 Apply two footprinting methods—Wellington [14] and HMM-based identification of TF

footprints (HINT) [15], each of which has distinct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16]—to each

DNase-seq from 2 to infer footprints. (On average, this process identifies a few million

footprints for each tissue type, of which many but certainly not all are found by both

approaches.)

Fig 1. A high-level view of the TFBS identification workflow, showing the six principal datasets, labeled D1–D6, and the five computational phases, labeled

1 – 5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1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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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rting with a supplied set of non-redundant position weight matrices (PWMs) repre-

senting transcription-factor-DNA interactions, create a catalog of “hits” within the

human genome, i.e., the genomic coordinates of occurrences of the supplied PWMs.

5 Intersect the footprints from 3 and the hits from 4 to identify candidate TFBSs in the

DNase-seq data.

We provide more details on each step in subsequent sections, where we also discuss the spe-

cifics of the data that are passed between steps and preserved for subsequent access. Here we

not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workflow that are important from a reproducibility

perspective. The workflow involves many steps and files, making it important that the prove-

nance of final results be captured automatically rather than manually. It involves considerable

data (terabytes: TBs) and computation (hundreds of node-hours on 32-core nodes) and thus

requires parallel computing (e.g., on a cloud) in order to complete in a timely manner. Finally,

it makes use of multiple types of computation: an online service (encode2bag), big data
Galaxy pipelines running in parallel on the cloud, and R code running on a workstation or lap-

top. Fig 2 shows the high-level network topology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Fig 2. Network topology showing the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which was used to generate the six principal datasets, labeled D1–D6, and the locations of the

five computational phases, labeled 1 – 5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2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 April 11, 2019 4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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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for this analysis. These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are typical of many modern bioinformatics

applications.

3 Tools used in TFBS atlas implementation

Before describing our implementation of the TFBS workflow, we introduce tools that we lever-

age in its development. These tools, developed or enhanced within the NIH-funded Big Data

for Discovery Science center (BDDS) [17], simplify the development of scalable and reusable

software by providing robust solutions to a range of big data problems, from data exchange to

scalable analysis.

3.1 BDBags, research objects, and minids for data exchange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requires mechanisms for describing, referring to, and exchang-

ing large and complex datasets that may comprise many directories and files (elements). Key

requirements [7] here are enumeration: explicit enumeration of a dataset’s elements, so that

subsequent additions or deletions can be detected; fixity: enable verification of dataset con-

tents, so that data consumers can detect errors in data transmission or modifications to data

elements; description: provide interoperable methods for tracking the attributes (metadata)

and origins (provenance) of dataset contents; distribution: allow a dataset to contain elements

from more than one lo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provide a reliable and concise way of refer-

ring to datasets for purposes of collaboration,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We leverage three technologies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We use the BDBag to define a

dataset and its contents by enumerating its elem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enumeration,

fixity, and distribution); the Research Object (RO) [18] to characterize a dataset and its con-

tents with arbitrary levels of detail,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description); and the Minid to

uniquely identify a dataset and, if desire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identify, fixity). Importantly, these mechanisms can all be used without deploying complex

software on researcher computers.

The Big Data Bag (BDBag) exchange format and associated tools [7] provide a robust

mechanism for exchanging large and complex data collections. The BDBag exchange format

extends the BagIt specification [19] to provide a self-describing format for representing large

data. To give a flavor of the BDBag specification, we show an example in Fig 3. The dataset

Fig 3. An example BDBag, with contents in the data folder, description in the metadata folder, and other
elements providing data required to fetch remote elements (fetch.txt) and validate its componen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3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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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are the directories and files contained within the data directory. The other elements

provide checksum and metadata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verify and interpret the data. Impor-

tantly, a BDBag can encode references to remotely accessible data, with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retrieve those data provided in the fetch.txt file as a (URL, LENGTH, FILENAME)

triple. This mechanisms supports the exchange of large datasets without copy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a “holey” BDBag that contains only references, not data, may be just a few

hundreds of bytes in size); it also allows the definition of data collections that specific individu-

als may not have immediate permission to access, as when access to data elements is restricted

by data use agreements. Given a BDBag, BDBag tools can be used to materialize those data in a

standard way, capture metadata, and verify contents based on checksums of individual data

and metadata items.

The BDBag specification adopts the Research Object (RO) framework to associate attribu-

tion and provenance information, and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annotations describing

individual resources, with the data contained in a BDBag. A BDBag’s metadata directory con-

tains annotations and the ROmanifest.json in JSON-LD format [20]: see Fig 3.

Reproducible science requires mechanisms for robustly naming datasets, so that researchers

can uniquely reference and locate data, and share and exchange names (rather than an entire

dataset) while being able to ensure that a dataset’s contents are unchanged. We use the

minimal viable identifier (Minid) [7] for this purpose. As the name suggests, Minids are light-

weight identifiers that can be easily created, resolved, and used. Minids take the form minid:
[suffix], where the suffix is a unique sequence of characters. Theminid prefix is registered

at identifiers.org and n2t.net, so that, for example, visiting the URL https://n2t.net/minid:

b9q119) redirects the browser to the landing page for the object with identifier minid:
b9q119: see Fig 4.

A landing page is intended to be always available, even if the data are not. It presents the

complete metadata record for the Minid and links to one or more locations where the refer-

enced data can be obtained. Allowing more than one data location enables data replication.

For example, a Minid may reference one copy of a dataset in the source repository, additional

copies in different vendor cloud object stores, and yet another copy on a local file system.

Because the Minid includes a checksum of the content, we can ensure that whatever copy is

used, it contains the correct and intended content. It is up to the consumer of the Minid to

determine which copy of the data is “best” for their purpos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inid creator to interact with the landing page service to register new copies. The GET meth-

ods for the landing page support HTTP content negotiation; results may be returned in

human-readable (HTML) or machine-readable (JSON) form.

While Minids and BDBags can be used independently, they can be used together to power-

ful effect. As we illustrate in later sections, we can create a Minid for a BDBag, allowing us to

uniquely identify the BDBag instance and providing a repeatable method for referring to

the BDBag. A Minid can be used as the URL for a remote file reference within a BDBag’s

fetch.txt file, in place of a direct URL to a file storage location. The BDBag tooling knows

how to resolve such a Minid reference through the landing page to a copy of the BDBag data

for materialization into the complete data set. We leverage both of these combinations of

Minids and bags in the TFBS workflows.

3.2 Globus 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The often distributed nature and large size of biomedical data complicates data management

tasks—such as, in our case study, moving ENCODE data to cloud computers for analysis, and

providing persistent access to analysis results. We use two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Globus [9]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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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Globus is a cloud-hosted service that provides secure, reliable,

and high performanc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ncluding data transfer, sharing,

synchronization, publication, and discovery. Globus services are used by researchers at thou-

sands of universities, national laboratories,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

tions around the world [21].

First, we use Globus identity managemen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capabilities to

enable researchers to authenticate with their institutional credentials and then access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nd data services without requiring further authentication.

Second, we use the Globus file-based 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to enable efficient, reliable,

and secure remote data access, secure and reliable file transfer, and controlled sharing. With

more than 10,000 storage systems accessible via the Globus Connect interface, and support for

data access from many different file systems and object stores, Globus translates the often

Fig 4. A minid landing page for a BDBag generated by the encode2bag tool, showing the associated metadata, including locations (in this case, just o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4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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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ffling and heterogeneous world of distributed storage into a uniform, easily navigable data

space.

A third capability that we expect to leverage in future work is Globus data publication [22]

to support large-scale data publication. This service provides workflows for making data

immutable, associating descriptive metadata, and assigning persistent identifiers such as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s (DOIs) [23].

3.3 Globus Genomics for parallel cloud-based computation

Small data analyses can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via R or Python scripts, that can be exe-

cuted on a workstation or a cloud-hosted virtual machine and then shared as documents or via

notebook environments such as Jupyter [24]. Big data analyses can be more challenging to

implement and share, due to the need to orchestrate the execution of multiple application pro-

grams on many processors in order to process large quantities of data in a timely manner,

whether for quality control [25], computation of derived quantities, or other purposes.

We use Globus Genomics [10] to orchestrate multi-application analysis on multi-processor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s. Globus Genomics builds on the Galaxy workflow environment

[26], widely used in bioinformatics to support the graphical specification of multi-step compu-

tational analyses. Globus Genomics extends Galaxy’s capabilities with support for Globus data

access, parallel execution on cloud platforms, dispatch of applications within Docker contain-

ers, input of BDBags referenced via Minids, and other features useful for big data applications.

Other workflow systems with capabilitie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Galaxy system include the

Python-based Toil [27], the Pipeline environment [28, 29], and the CommonWorkflow Lan-

guage (CWL) [30]. The approach described here could be easily adopted to use different work-

flow languages and systems.

3.4 Containers for capturing software used in computations

A final challenge in reproducible science is recording the software used to perform a computa-

tion. Source code allows a reader to examine application logic [31, 32], but may not run on a

new platform. Container technologies such as Docker [11] and Singularity [33] can be used to

capture a complete software stack in a form that can be executed on many platforms. We use

Docker here to package the various applications used in the footprinting workflow. A benefit

of this technology is that a container image can be described (and built) with a simple text

script that describes the bas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 components to be loaded: in the case of

Docker, a Dockerfile. Thus it is straightforward to version, share, and reproducibly rebuild a

container [34].

4 A scalable, reproducible TFBS workflow

Having described the major technologies on which we build, we now describe the end-to-end

workflow of Fig 1. We cover each of 1 – 5 in turn. Table 1 summarizes the biosamples, data,

and computations involved in the workflow.

4.1 Obtaining input data: encode2bag
The TFBS algorithm operates on DNase Hypersensitivity (DHS) data in the form of DNase-

seq data obtained by querying the ENCODE database for DNase-seq data for each of 27 tis-

sue types. These queries, when performed by Funk et al. [13], yielded a total of 1,591 FASTQ

files corresponding to 1,355 replicates from 193 biosamples. (Each tissue-specific biosample

may have multiple replicates: for example, the tissue type adrenal gland has eight replicates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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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ree biosamples. Also, some replicates are broken into more than one FASTQ file.)

Note that an identical query performed against ENCODE at a different time may yield differ-

ent results, as new data are added or removed and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evolve.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rd the results of these queries at the time they were executed, in a repro-

ducible form.

ENCODE provides a web portal that a researcher can use to query the ENCODE database,

using menus to specify parameters such as assay, biosample, and genomic annotations. The

result is a set of data URLs which must be downloaded individually and unfortunately do not

come with associated metadata or context. Researchers often resort to building shell scripts to

download and store the raw datasets. These manual data retrieval and management steps can

be error-prone, time consuming, and difficult to reproduce. Researchers must manually save

queries to record data provenance, and the only way to validate that downloaded files have not

been corrupted is to download them again.

To simplify this process, we used BDBag, Minid, and Globus tools to create a lightweight

command line utility and web service, encode2bag, shown as 1 in Fig 1. A researcher can

Table 1. Details of the per-tissue computations performed in the ensemble footprinting phase.Data sizes are in GB. Times are in hours on a 32-core AWS node; they
sum to 2,149.1 node hours or 68,771 core hours. DNase: DNase Hypersensitivity (DNase-seq) data from ENCODE. Align: Aligned sequence data. Foot: Footprint data and
footprint inference computation. Numbers may not sum perfectly due to rounding.

Tissue Biosamples Replicates Data size Compute time

DNase Align Foot Align Foot

adrenal gland 3 8 31 68 0.5 7.4 18.7

blood vessel 10 129 117 234 2.1 32.7 68.9

bone element 1 7 4 6 0.2 1.4 3.1

brain 29 185 402 840 6.2 120.0 160.5

bronchus 2 9 18 36 0.4 3.1 9.7

esophagus 2 41 35 64 0.3 12.6 7.7

extraembryonic 11 66 193 412 3.0 46.5 89.9

eye 8 53 129 252 2.3 26.9 109.5

gonad 2 7 27 56 0.4 4.9 12.2

heart 8 69 169 342 2.0 38.8 76.0

kidney 8 29 84 174 2.0 19.5 96.5

large intestine 5 18 96 184 0.9 23.2 50.0

liver 3 8 26 62 0.5 4.9 19.8

lung 7 94 142 300 1.8 19.3 27.2

lymphatic vessel 2 30 21 286 0.4 3.6 11.9

lymphoblast 21 71 150 320 2.9 70.0 153.5

mammary gland 2 5 18 36 0.4 2.8 10.7

mouth 4 18 81 164 1.1 19.5 57.3

muscle organ 4 13 54 110 0.8 9.6 49.6

pancreas 2 13 38 84 0.5 8.1 30.9

prostate gland 2 8 23 50 0.3 4.2 78.1

skin 48 401 377 780 8.8 220.0 181.2

spinal cord 2 34 66 128 0.7 9.2 28.0

stomach 1 5 24 52 0.4 3.5 3.6

thyroid gland 3 24 63 136 0.7 13.6 27.0

tongue 2 8 51 106 0.7 13.7 26.1

urinary bladder 1 2 4 8 0.2 0.8 1.8

Total 193 1,355 2,443 5,291 40.8 739.7 1,409.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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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ither the web interface or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to either enter an ENCODE query

or upload an ENCODE metadata file describing a collection of datasets. They can then access

the corresponding data, plus associated metadata and checksums, as a BDBag. Fig 5 shows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in which the web interface is used to request data from urinary bladder

DNase-seq experiments.

Selecting the “Create BDBag” button triggers the creation of a*100 kilobyte BDBag that

encapsulates references to the files in question, metadata associated with those files, the

query used to identify the data, and the checksums required to validate the files and meta-

data. The BDBag is stored in AWS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cloud storage from where it

can be accessed for purposes of sharing, reproducibility, or validation. Because this BDBag

contains references to data, rather the data themselves, it captures the entire response to the

query in a small (hundreds of kilobytes) form that can be easily downloaded, moved, and

shared. When needed, all, or a subset of, the files named within the BDBag’s fetch.txt file can

be downloaded (using BDBag tool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ir contents match those of the

original query.

To further streamline access to query results, encode2bag assigns a Minid for each

BDBag that it creates, so as to provide for unambiguous nam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search

data products that are used for data provenance. In the example in Fig 5 the Minid is minid:
b9q119; as discussed earlier, resolving this identifier leads to a landing page similar to that

shown in Fig 4, which in turn contains a reference to the BDBag. The Minid can be passed

between services as a concise reference to the BDBag.

The Funk et al. [13] workflow uses encode2bag to create BDBags for each of the 27 tissue

types in ENCODE, each with its own Minid. For example, the DNase-seq data associated with

adrenal tissue is at minid:b9w37t. These 27 BDBags contain references to a total of 2.4 TB

of ENCODE data; references that can be followed at any time to access the associated data. It is

these BDBags that are the input to the next step of the TFBS workflow, 2 .
The fact that 1 produces one BDBag per tissue type, each with a Minid, allows each tissue

type to be processed independently in subsequent steps, providing considerable opportunities

Fig 5. The encode2bag portal. The user has entered an ENCODE query for urinary bladder DNase-seq data and clicked “Create BDBag.” The portal generates a
Minid for the BDBag and a Globus link for reliable, high-speed acces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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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cceleration via parallel processing. When publishing data for use by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would be cumbersome to share 27 separate Minids. Thus, as described in later sec-

tions, we also create for each such collection of BDBags a “bag of bags,” a BDBag that contains

references to a set of other BDBags. This pervasive use of Minids and BDBags greatly simplifi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TFBS workflow.

4.2 Aligning DNase-seq sample data

Now that 1 has prepared the input data, 2 prepares those data for the footprinting computa-

tion. For each of the 27 tissue types, the input to this phase comprises DNase-seq replicates for

one or more biosamples (typically multiple replicates for each biosample), organized as a

BDBag. The analysis first fetches the sequence data and, for each biosample, uses the SNAP

sequence aligner to align the associated replicates. The resulting replicate alignments are

merged and sorted to yield a single binary alignment data (BAM) file per biosample. The BAM

files for all biosamples for each tissue type are combined into a BDBag.

As the ENCODE data consist primarily of short sequence reads, Funk et al. [13] ran the

sequence alignment process twice, with seed lengths of 16 and 20, respectively. 1 thus pro-

duces two BDBags per tissue type, for a total of 54. (The two sets of outputs allow 5 to com-

pare the merits of the two seed lengths for identifying footprints.)

While the computations involved in 2 are relatively simple, the size of the datasets being

manipulated and the cost of the computations make it important to execute subcomputations

in parallel whenever possible. Each tissue and seed can be processed independently, as can the

alignments of the replicates for each biosample, the merge and sort for each biosample, and

(in 3 ) the footprint generation by HINT andWellington. We use Globus Genomics to man-

age the resulting parallel computations in a way that both enables cloud-based parallel execu-

tion and reproducibility.

Fig 6 shows the Galaxy workflow that implements 2 and 3 . In this figure, each smaller

box represents a separate application, with a name (the shaded header), one or more inputs

(below the header and above the line), and one or more outputs (below the line). Each link

connects an output from one application to the input of another.

Fig 6 comprises four distinct workflows. The (A) master workflow, on the left, is run once

for each tissue type, with each run taking a BDBag from 1 as input and producing multiple

BDBags as output. This workflow runs seve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in sequence, from top to

bottom. Two of these applications, the boxes labeled “Batch Submit” (color-coded in red and

green) themselves invoke substantial subworkflows. The two subworkflows leverage Globus

Genomics features to launch multiple processes in parallel on the Amazon cloud, for (B) repli-

cate alignment and (D) biosample footprint generation, respectively.

We mention a few additional features of the workflow. The first application in the master

workflow, “Get BDBag fromMinid,” dereferences a supplied Minid to retrieve the contents of

the BDBag that it identifies. Thus the workflow can operate on any DNase-seq dataset con-

tained in a BDBag and referenced by a Minid, including but not restricted to those produced

by the encode2bag service.

This third application in the master workflow, “SNAPWorkflow Batch,” invokes a sub-

workflow that comprises five applications (see Fig 6B). This subworkflow resolves the BDBag

to identify the number of biosamples and replicates for an input tissue. Its second step man-

ages a second subworkflow, Fig 6C, to execute the SNAP alignment algorithm for the input

replicates of a biosample, All replicate alignments are executed in parallel and monitored for

completeness. Once all replicate BAM files of a biosample are generated, the workflow merges

and sorts them to produce a single BAM file for the biosample.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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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dentifying footprints

Having assembled the DNase-seq data into a set of aligned BAM files, 3 of Fig 1 uses the

F-Seq program [35] to identify regions of open chromatin and then applies the HINT and

Wellington footprint algorithms to those regions to generate footprints. This logic is imple-

mented by the lower three applications in the master workflow shown in Fig 6A. The “Foot-

prints Workflow Batch Submit” application runs the footprint generation subworkflow of Fig

6D, which first converts BAM files to Browser Extensible Data (BED) format, as required by

the F-Seq tool; then runs the F-Seq tool on the BED file to identify areas of open chromatin;

and finally runs the Wellington and HINT footprinting algorithms on both BED and BAM

files to generate candidate footprint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the generation process is

available online [36].

4.4 Generating the catalog of hits

While each footprint identified in 3 is a potential TFBS, simply calling each footprint as a

TFBS does not identify the cognate TF. Additionally, some footprints may correspond to

Fig 6. Our DNase-seq ensemble footprinting workflow, used to implement 2 and 3 of Fig 1. The master workflow A takes a BDBag from 1 as input. It executes

from top to bottom, using subworkflows B and C to implement 2 and then subworkflow D to implement 3 . It produces as output BDBags containing aligned

DNase-seq data and footprints, with the latter serving as input to 5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g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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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dentified or uncharacterized TFs that cannot be utilized. In preparation for eliminating

such footprints, 4 creates a hit catalog that links the observed footprints to known TF binding

motifs.

The input to 4 , shown as Motif in Fig 1, is a collection of 1,530 nonredundant TF binding

motifs assembled by Funk et al. [13]. This motif collection was assembled by using the Tom-

tom program from the MEME suite [37] to identify non-redundant motifs within the JASPAR

2016 [38], HOCOMOCO v10 [39], UniPROBE [40], and SwissRegulon [41] motif libraries,

each of which was accessed via the Bioconductor R package MotifDb [42]. Tomtom was then

used to compute pair-wise simularity scores for motifs from different libraries and then used

those scores to eliminate redundant motifs. More details are available online [36]. This process

involves human judgment and so we do not record the associated code as part of our repro-

ducibility package. Rather we make available the resulting human-curated catalog to enabl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subsequent workflow.

4 uses the Find Individual Motif Occurrences (FIMO) tool [43], also from the MEME

suite, to identity potential TF binding sites in the GRCh38 human reference genome. It uses

FIMO (from the Regulatory Genomics toolkit version 0.11.2 as captured in the Docker con-

tainer minid:b9jd6f) to search GRCh38 (captured in the hg38 folder of minid:b9fx1s) for

matches with each of the 1,530 non-redundant motifs. An individual motif can match multiple

times, and thus the output of this step is a total of 1,344,953,740 hits, each comprising a motif,

a genomic location, the probability of the motif occurring at that location, and the match score

of the sequence position.

4.5 TFBS inference

The final step in the TFBS workflow involves intersecting the footprints produced in 3 with

the hits produced in 4 to generate a set of candidate TFBS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r-

secting genomic locations, the Bioconductor R package GenomicRanges [44] is used to create

GRanges objects for each of the 108 footprint files and for the hits catalog. Each footprint file is

then intersected with the hits catalog independently to produce a total of 108 TFBS candidate

files. For convenience, the footprints and TFBSs are also loaded into a cloud-based relational

database, organized by tissue type, accessible as described online [45].

5 Recap: A FAIR TFBSworkflow

We review here the complete TFBS workflow, for which we specify the input datasets con-

sumed by the workflow, the output datasets produced by the workflow, and the programs used

to transform the inputs into the outputs. The inputs and programs are provided to enable

readers to reproduce the results of the workflow; the outputs are provided for readers who

want to use those results.

We specify each input, output, and program by providing a Minid. Several of these Minids

reference what we call a “bag of bags” BDBag: a single BDBag that itself contains a set of

BDBags, for example one per tissue. This use of a bag of bags allows us to refer to the dataset

with a single identifier; the reader (or a program) can access the complete dataset by retrieving

the bag of bags and using the BDBag tools to automatically download and materialize the con-

stituent BDBags contained in its data directory. Each BDBag contains descriptive metadata for

its contents.

Table 2 provide identifiers for the six datasets shown in Fig 1, and Table 3 provides identifi-

ers for the softw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five computational steps of Fig 1. We also aggregate

the information in these tables into a single document so that they can be accessed via a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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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46]. To simplify the creation of Docker container compo-

nents, we created a tool that generates a Docker manifest from a Galaxy tool definition [47].

6 Evaluating FAIRness and reproducibility

We take two approaches to evaluate the FAIRness and reproducibility of our approach. First,

we conducted a user study asking participants to reproduce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tools described above. Second, we evaluated FAIRness by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each dataset and tool met a set of criteria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this purpose [48].

6.1 User study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evaluating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just presented is enough to enable

reproducibility, we conducted a study to evaluate the FAIRness and reproducibility of the anal-

ysis. To this end, we first created brief instructions on how to generate footprints using a subset

of data from ENCODE [49]. We then provided study participants with these instructions plus

a Minid that referenced a BDBag containing the raw FASTQ files from urinary bladder tissue

and a URL for some simple R code that they could use to intersect the footprints with the

FIMO database. The instructions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download and validate the BDBag;

analyze the sample by using the Globus Genomics service to run the ensemble footprints

workflow that uses Hint and Wellington algorithms to generate footprints, passing the same

Minid as input; and finally retrieve and run the supplied R program to verify that the results

from intersection match the results from the published manuscript, thus demonstrating end-

to-end reproducibility.

Table 3. The softw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five steps shown in Fig 1. As the software for 1 is used only to pro-

duce the input data at minid:b9dt2t, we do not provide identifiers for specific versions of that software.

# Name Identifiers for software

1 Extract
DNase-Seq

encode2bag service(T1): https://github.com/ini-bdds/encode2bag-service
encode2bag client(T2): https://github.com/ini-bdds/encode2bag

2 , 3 Alignment, Footprints Galaxy pipeline(T3): minid:b93m4q
Dockerfile(T4): minid:b9jd6f
Docker image(T5): minid:b97x0j

4 Hits R script(T6): minid:b9zh5t

5 TFBSs R scripts(T7): minid:b9fx1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t003

Table 2. The six datasets shown in Fig 1D1–1D6. For each we indicate whether it is an input or output.

# Name Identifier Role Description Size

D1 DNase-
seq

minid:
b9dt2t

In BDBag of 27 BDBags extracted from ENCODE by 1 , one per tissue: 1,591 FASTQ files in all. 2.40
TB

D2 Alignment minid:
b9vx04

Out BDBag of 54 BDBags produced by 2 , 1 per {tissue, seed}: 386 BAM files in all. 5.30
TB

D3 Footprints minid:
b9496p

Out BDBag of 54 BDBags containing footprints computed by 3 , one per {tissue, seed}. Each BDBag contains two BED

files per biosample, one per footprinting method.

0.04
TB

D4 Motifs minid:
b97957

In Database dump file containing the non-redundant motifs provided by Funk et al. [13]. 31.5
GB

D5 Hits minid:
b9p09p

Out Database dump file containing the hits produced by 4 . 0.04
TB

D6 TFBSs minid:
b9v398

Out BDBag of 54 BDBags containing candidate TFBSs produced by 5 , one per {tissue, seed}. Each BDBag contains two

database dump files, one per footprinting method.

0.35
TB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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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dvertised this study amongst our research groups and recruited 11 participants, all bio-

medical researchers or computer science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students. We provided

the participants with the instructions and a survey to complete after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10 out of 11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analysis successfully. The one participant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was unable to install and configure R on their laptop to perform the

final analysis step. We also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rate the accessibility, reusabi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the data and the analysis process. Again, 10 out of 11 participants noted that

the data were accessible and reusable; of those 10, 8 rated the FAIRness of the data as 5 on a

scale of 1 to 5, while two assigned a score of 4, in one case noting that they had to upgrade the

version of R running on their computer.

6.2 GO-FAIR metrics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FAIRness of the objects used in this study we used FAIRshake [48].

FAIRshake is a web-based service that provides a set of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rubrics for eval-

uating the FAIRness of a variety of objects including data and analysis tools. These rubrics are

based upon the FAIR principles from the GO-FAIR organization. The FAIRness metrics of the

six principal datasets and all the tools (a total of 13 resources) is shown in the Table 4.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the FAIRness for the digital objects as generated by FAIRshake is

available at [50]. Of the 16 assessment criteria, the datasets and tools presented in the case

study address at least 13 of these criteria. The criteria that were not met are as follows:

• Resource discovery through web search: Only the initial ENCODE dataset is accessible via a

web search index. The intermediary data and tools are not published to a web repository;

however, the identifiers associated with each may be discovered (using minimal publication

data) through common identifier search services.

•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to community standard: While the datasets and tools use commu-

nity standards where appropriate they are not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as they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in a certificate granting repository.

Table 4. FAIRness assessment derived using FAIRShake.

FAIR Assessment D1 D2 D3 D4 D5 D6 T1 T2 T3 T4 T5 T6 T7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 ✔ ✔ ✔ ✔ ✔ ✔ ✔ ✔ ✔ ✔ ✔ ✔
Persistent Identifier ✔ ✔ ✔ ✔ ✔ ✔ ✔ ✔ ✔ ✔ ✔ ✔ ✔
Machine-readable metadata ✔ ✔ ✔ ✔ ✔ ✔ ✔ ✔ ✔ ✔ ✔ ✔ ✔
Standardized metadata ✔ ✔ ✔ ✔ ✔ ✔ ✔ ✔ ✔ ✔ ✔ ✔ ✔
Resource identifier in metadata ✔ ✔ ✔ ✔ ✔ ✔ ✔ ✔ ✔ ✔ ✔ ✔ ✔
Resource discovery through web search ✔ ✘ ✘ ✘ ✘ ✘ ✔ ✔ ✔ ✔ ✔ ✔ ✔
Open, Free, Standardized Access protocol ✔ ✔ ✔ ✔ ✔ ✔ ✔ ✔ ✔ ✔ ✔ ✔ ✔
Protocol to access restricted content ✔ ✔ ✔ ✔ ✔ ✔ ✔ ✔ ✔ ✔ ✔ ✔ ✔
Persistence of resource and metadata ✔ ✔ ✔ ✔ ✔ ✔ ✔ ✔ ✔ ✔ ✔ ✔ ✔
Resource uses formal language ✔ ✔ ✔ ✔ ✔ ✔ ✔ ✔ ✔ ✔ ✔ ✔ ✔
FAIR vocabulary ✔ ✔ ✔ ✔ ✔ ✔ ✔ ✔ ✔ ✔ ✔ ✔ ✔
Digital resource license ✔ ✔ ✔ ✔ ✔ ✔ ✔ ✔ ✔ ✔ ✔ ✔ ✔
Linked Set ✔ ✔ ✔ ✔ ✔ ✔ ✔ ✔ ✔ ✔ ✔ ✔ ✔
Metadata License ✔ ✔ ✔ ✔ ✔ ✔ ✔ ✔ ✔ ✔ ✔ ✔ ✔
Provenance scheme ✔ ✔ ✔ ✔ ✔ ✔ ✔ ✔ ✔ ✔ ✔ ✔ ✔
Certificate ofcompliance tocommunity standard ✘ ✘ ✘ ✘ ✘ ✘ ✘ ✘ ✘ ✘ ✘ ✘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13.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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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iscussion

The TFBS inference workflow implementation presented in Section 4 is structured in a way

that it can be easily re-run by others. It is, furthermore, organized in a way that allows it to

make easy use of parallel cloud computing. These desirable properties are the result of a disci-

plined approach to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at aims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ten simple

rules for reproducible computational research defined by Sandve et al. [51]:

1. For every result, keep track of how it was produced. We preserve workflows and assign

Minids to workflow results.

2. Avoid manual data manipulation steps. We encode all data manipulation steps in either

Galaxy workflows or R scripts.

3. Archive the exact versions of all external programs used. We create a Docker container with

versions of the tools used in the analysis, and generate Minids for the Docker file and

Docker image of the container.

4. Version control all custom scripts. We maintain our programs in GitHub, which supports

versioning, and provide Minids for the versions used.

5. Record all intermediate results, when possible in standardized formats. We record the major

intermediate results,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puts and output, using FASTQ, BAM, and

BED formats. In the case of database files, we dump tables to a text file via SQL commands.

6. For analyses that include randomness, note underlying random seeds. F-Seq uses the Java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but does not set or record a seed. We would need to modify

F-Seq to record that information.

7. Always store raw data behind plots. Minids provide concise references to the raw data used

to create the plots in the paper, which are bundled in BDBags.

8. Generate hierarchical analysis output, allowing layers of increasing detail to be inspected.
Because we record the complete provenance of each result, a reader can easily trace lineage

from a fact, plot, or summarized result back through the processing steps and intermediate

and raw data used to derive that result.

9. Connect textual statements to underlying results. Our use of Minids would make it easy for

Funk et al. [13] to reference specific data in their text. They do not do this at present, but

may in a future version of their paper.

10. Provide public access to scripts, runs, and results. Each is publicly available at a location

accessible via a persistent identifier, as detailed in Tables 2 and 3.

The tools used in this case study do not in themselves ensure reproducibility and scalable

execution, but they make it easy to create an implementation with those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BDBag tools and Minid and Globus APIs allowed us to create the encode2bag
web interface to ENCODE with just a few hours of effort, permitting a streamlining of the

overall workflow that we likely would not have attempted otherwise. Similarly, the ability to

create a newMinid at any time via a simple API call made it straightforward to create persis-

tent identifiers for intermediate data products, which contributes to those data being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 (FAIR)—four attributes of digital objects that are

often viewed as fundamental to data-driven discovery [5]. The fact that we could easily create a

readable specification of the ensemble footprinting method as a Galaxy workflow, and then

dispatch that workflow to Globus Genomics for parallel cloud execution without regar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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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of input and output data, reduced both time requir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rror

in those logistically complex computations. So too did the ease with which we could package

applications within Docker containers. We argue that providing persistent identifiers for inter-

mediate datasets is an important, and often overlooked, contributor to reproducibility and

reusability. A compelling example of their value is in large-scale genomics studies where the

version of reference genome used for alignment of raw reads along with the generated binary

alignment file are important details to capture.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by researchers

who plan to reuse the data products generated from the alignment file, to make a determina-

tion of whether they need to re-align the raw reads or alternatively can reuse the variants called

by using the binary alignment file.

7.1 Other approaches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method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ith other

approaches to big data and/or reproducible science.

Biomedicine is not alone in struggling with the complexities described here [52]. But big

data tools from outside biomedicine tend to focus on narrow aspects of the analytic problem,

leaving researchers on their own when it comes to managing the end-to-end discovery process

[53].

Many approaches to reproducibility focus on using mechanisms such as makefiles [54, 55],

open source software [31, 32], specialized programming environments [56], and virtual

machines [57] to organize the code and/or data required for a computation. These approaches

work well for small data but face challenges when computations must scale to terabytes and

span sites.

Another set of approaches require that all data be placed, and analysis occur, within a single,

homogeneous environment. In the case of the Analysis Commons [58] and Genomic Data

Commons [59], this environment is a (public or private) cloud. Other systems leverage con-

tainer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to create a single reproducible artifact. Binder [60] allows

researchers to create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s to interact with published code and data.

Interactive notebooks, housed in public GitHub repositories, can be run in a version-con-

trolled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Researchers structure their repository following simple

conventions and include build files to describe the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Binder then

uses a JupyterHub-like model to construct and spawn a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execute the notebook. Similarly, WholeTale [61] allows a researcher to construct a “Tale,” a

computational narrative for a result. The researcher constructs a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selects one or more frontend analysis environments (e.g., Jupyter), and conducts their research

within that environment. WholeTale tracks data imported into the environment (via linkage

to identifiers or checksums) to produce a reproducible artifact (data, computation, and envi-

ronment) for subsequent reuse and verification.

These approaches reduce complexity by enforcing physical or logical locality. They can

work well when all required data and cod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required homogenous

environment. However, as the TFB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data and computation are often dis-

tributed. Furthermore, the ability to move seamlessly among different storage and computa-

tional environments, as enabled by tools such as Globus, BDBags, and Globus Genomics,

increases flexibility. The approach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making science reproducible by directly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researchers working in loosely

coupled environments in which multiple tools, services, and scripts are combined with distrib-

uted data products to conduct a given analysis.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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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chieve continuous FAIRness are now being developed and a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community. Under the Data Commons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ree additional approaches are being developed enabling

further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ore components of FAIRness. Specifically, Broad Institute Fire-

cloud [62], Gen3 Data Commons softwa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63], Seven Bridges

Platform [64] are developing tool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complimentary to the approach we

present her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workflow definitions (CWL, WDL), identifier generation

and resolution (ARK, DOI), metadata description and discovery are currently ongoing as part

of these efforts. These efforts will further result in interoperability and ensure data re-usability

across multiple implementations.

7.2 Limitations of our approach

We note below few limitations of our approach and present ways they can be overcome. One

limitation is the use of a proprietary (non-standard) JSON format developed by the Galaxy

Project to describe our TFBS analysis workflows. If the Galaxy project changes that format, the

workflows will no longer work. This risk is mitig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Galaxy project has a

policy of ensuring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across releases by providing a process to upgrade

workflows created in older releases to work with later releases. Another approach to this prob-

lem would be to use a community standard such as the CommonWorkflow Language (CWL)

to express our workflows. One participant in our reproducibility study critiqued our use of a

batch analysis tool to run multiple copies of a Galaxy workflow in parallel when analyzing mul-

tiple samples, arguing that this tool obscures the details of the Galaxy workflow executions.

We plan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by adopting Galaxy-native data collections to represent mul-

tiple samples and using the CommonWorkflow Language (CWL) to express the multi-sample

workflow. The CWL workflow will then provide a single, readable and concise description of

the analysis process. We note that adopting FAIR principles for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using the tools we developed comes with a learning curve for researchers. We plan to

address this by incorporating the feedback we receive from researcher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of our tools. We will adopt principles of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that will enable us to make the tools available as a service so that researchers can interact

with the tools using a browser interface without having to install, configure and maintain com-

plex software packages. The cohort of volunteers who helped valid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case study we present here struggled with version mismatches in various R packages that we

were used in the validation script. In the future, we will create a docker container with all the

required packages so the validation process is streamlined.

7.3 A data commons

Rather than requiring the use of a single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the technologies used in

this case study facilitate interoperability among environments, so that data can be accessed

from many locations (Globus Connect) using common security mechanisms (Globus Auth),

transferred in a compact form (BDBags) with consistent naming and checksums for verifica-

tion of integrity (Minids), and then analyzed rapidly using software in common formats

(Docker), declarative workflows (Galaxy), and parallel computation (Globus Genomics).

These elements represent useful steps towards a data commons, which Bonnazi et al. [65] have

described in these terms:

a shared virtual space where scientists can work with the digital objects of biomedical

research; i.e., it is a system that will allow investigators to find, manage, share, use, and

Reproducible big data science: A case study in continuou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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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e data, software, metadata and workflows. It is a digital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open

science and leverages currently available computing platforms in a flexible and scalable

manner to allow researchers to find and use computing environments, access public data

sets and connect with other resources and tools (e.g. other data, software, workflows, etc.)

associated with scholarly research.

By thus reducing barriers to finding and working with large data and complex software, our

strategy makes it easier for researchers to access, analyze, and share data without regard to

scale or location.

8 Summary

We have presented tool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lex, “big data” com-

putations in ways that make the associated data and code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 (FAIR). To illustrate the use of these tools, we have describ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stage DNase I hypersensitive sites sequencing data analysis that retrieves large data-

sets from a public repository and uses a mix of parallel cloud and workstation computation to

identify candidate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This pipeline can be rerun in its current

form, for example as new DNase I hypersensitive sites sequencing data become available;

extended with additional footprinting methods (for example, protein interaction quantifica-

tion [66]) as new techniques become available; or modified to apply different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The case study thus demonstrates solutions to problems of scale and repro-

ducibility in the heterogeneous, distributed world that characterizes much of modern biomedi-

cine. We hope to see others experiment with these tools in other contexts and report their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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