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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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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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贵州省颁布的大数据产业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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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019.12）

◎10月1日，我国大数据安全保护层面第一

部地方性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一数据产业

发展制度保障顶层设计的尝试与探索，在大数据

领域引起强烈反响。

◎11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贵州省互联网新型数字设施建设专项行动方

案》，明确2019年至2022年贵州数字设施投资

累计将达500亿元以上，重点任务之一是实施数

字设施提升工程。贵州省明确将推进5G网络建设

和商用，积极开展5G应用创新，2019年开展试

商用，2020年将实现规模商用，2022年将实现

全面商用。

◎11月29日， 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召

开“全球区块链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专题讲

座，并邀请高德纳资深研究总监高挺、高德纳资

深高管合伙人滕远方、高德纳中国区副总裁孙

亮，针对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场景、发展趋势

等方面现场进行分享讨论。同时，双方重点就如

何利用区块链技术，深入挖掘区块链的业务场景

价值，推动贵阳的区块链产业发展进行了交流探

讨。

◎11月29日下午，俄罗斯知名科创企业

Tezzle Tech董事长Nikolay Perkov等一行代表到

访贵阳，就2020数博会合作事宜与贵阳市大数据

局、数博会秘书处进行座谈，双方通过深化交流

共同推动相关合作，达成互利共赢共识。

◎截至11月底，贵阳市已完成1467个5G基

站的建设，主要覆盖云岩区、南明区、观山湖区

和白云区，在作为5G商用用户体验示范区的观山

湖公园沿线，已经可开展5G公园、5G商场等行

业应用。明年，贵阳市5G网络建设将加速铺开，

预计将建成约6000个基站。

◎12月2日上午，贵阳市科技局与市工商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贵阳市科技创新引导

基金委托出资协议》，标志着贵阳市科技创新引

导基金（以下简称“科技创新引导基金”）正式

设立。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由市政府授权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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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设立。基金总规模达25亿元，其中，政府财

政性科技专项资金出资5亿元，其他社会资本出

资20亿元。主要投向大数据、电子信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中高端制造等

产业。

◎12月2日上午，“2019年贵阳市大数据应

用能力培训班”在国家高新区开班，各区（市、

县）大数据重点单位的骨干学员共计50余名前

来参加学习，市大数据局人才处相关领导出席了

本次开班仪式并致欢迎辞，实验室主任雷吉成作

学前动员讲话。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大数据人才队

伍的建设，不断提升数据应用能力，深入推进大

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和应用创新，贵阳市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

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

室”）于近期举办了“2019年贵阳市大数据应用

能力培训班”，旨在提升我市各政府部门数据管

理和应用创新能力，为贵阳建设“中国数谷”提

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及智力支撑。

◎12月3日，从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

悉，今年以来，贵阳加快推动大数据与各行各业

深度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共有867个项目纳入

省“万企融合”项目调度库，其中工业领域463

个，农业领域39个，服务业领域365个。

◎ 1 2 月 9 日 ， 由 贵 阳 市 大 数 据 局 主 办 的

“2019年数据资源管理培训班”在贵阳国际人才

城中心开班，市大数据局副局长赵燕出席开班仪

式并致欢迎辞。来自贵阳市各区（市、县）、开

发区、市直部门数据资源管理业务相关负责代表

等50人参加。

◎12月9日，贵州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

开通仪式在贵阳举行。该系统是依托电子政务外

网，依法加强对政府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

产监督，推动预算公开透明为目的的信息管理系

统。通过采集贵州省财政2015年至2019年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社保基金预算的预算、执行、调整、决算共

计6379张静态数据表数据，并实时接入财政大

平台财力管理系统、预算执行系统数据，构建了

“动静”结合的“人大数据中心”，基本实现了

对预算的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

◎12月9日，工信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日前

在北京发布2019中国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暨第十八

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贵州省政府门户网站

位居全国省级政府门户网站第三。省会城市门户

网站，贵阳排名第四。

◎12月10日，由CNNIC与贵州省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等单位主办的“互联网基础资源创新发展

论坛（中文域名发展与应用高峰论坛）2019”在

贵安新区举办，会议同步举行了贵州省根服务器

镜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节点（以下简称“两个

节点”）运行发布会。

◎12月10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贵州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

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贵州分中

心、贵安新区新闻中心、中国联通贵州省分公司

承办的贵州省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

节点运行发布会暨中文域名发展与应用高峰论坛

在贵安新区东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2月10日，从在北京召开的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行成果交流会上获悉，贵

州作为国家批复设立的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连续4年开展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工作，今年，全省“万企融合”目标任务圆

满完成，标杆项目101个、示范项目1147个，带

动2280户实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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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数2018年底达

到36.9，今年可达到38。2016年至2019年，全

省打造形成338个典型示范项目、2197个示范项

目，带动3905户实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

合，“万企融合”已经成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2月10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贵州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贵

州省通信管理局、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贵

州省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节点运行

发布会暨2019互联网基础资源创新发展论坛在贵

安新区东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贵州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节

点（以下简称“两个节点”）正式投入运行。

◎12月11日下午，三马片区路网改造工程之

一——数博大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路面水稳、人

行道铺装、绿化等附属工程的施工。主线建设已

全部完成，燃气、电力、综合通信管网已基本铺

设完成，整个项目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底

通车。

◎12月16日，记者从贵阳市花溪区获悉，该

区通过积极培育认定孵化器（众创空间）、抓好

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技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等

措施，持续激发科技企业创新创业活力。为营造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

体系，花溪区全力推荐符合条件的孵化器（众创

空间）申报省、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目前，

花溪区已拥有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贵州大学科技

园、市级孵化器溪云小镇、贵阳创客空间、六度

创客工场、贵州黔龙众创空间等一批众创空间。

其中，溪云小镇今年新增贵州多彩云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票哆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入孵企

业（团队）。

◎12月16日,贵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六部门印发《贵州省建

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方案的通知》。《通

知》指出，力争到2020年，建设培育50家以上产

教融合型企业。

◎12月18日，记者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贵州“通村村”平台目前已接入注册客运

公司757家、客运车辆超6万辆、货运车辆3076

辆、驾驶员6万余人，累计服务超1000万人次。

“通村村”平台通过系统平台和服务站点建设，

将农村客货运需求和社会运输能力精准对接，集

班线车、定制公交、小件物流等便民服务功能为

一体。目前，“通村村”平台已建成村级服务站

点8600余个。如开阳县已建成123个“通村村”

村级综合服务站，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麻江县、

印江县、岑巩县、雷山县等试点地区的包车业务

单月运输就超过1.5万人次，单县呼叫班车超过

5000人次。

◎12月18日，从贵阳高新区获悉，由贵阳

高新区企业自主研发，能将交通信号灯、电子警

察、网络等管理模块汇聚成一体，实时监控前端

设备运行状态及环境监测的智能户外机柜，已在

贵阳市多个路口进行投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

和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助力贵阳交通智能升级。

这个机柜是《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规范》中的一部

分，在贵州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11月下发的贵州

第四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中，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规范》等3个项目获

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

◎12月19日下午，大数据与数字技术助力高

质量发展论坛暨2020“直通数博”系列活动中在

山东济南成功举办，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

局长韩少波出席活动并作致辞。韩少波表示，数

据将驱动未来，而作为先行探索者的贵州，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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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展具有无限潜力，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数博

会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对外开放平台和交流平台与

贵州连通，寻求更多合作，共享大数据红利。

◎12月20日，来自贵阳市交委的消息，云

岩、南明、观山湖区的首批8000多个路侧停车

位将安装地磁传感器，为贵阳智能停车管理信息

服务平台接入停车位数据。数据采集系统在交通

监控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地磁传感器

可用于检测车辆的存在与否和车型识别，是数据

采集系统的关键部分。当驾驶员把车辆停在车位

上，地磁传感器能自动感应车辆的到来并开始计

时。待车辆离开时，传感器会自动把停车时间传

送到贵阳智能停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进行计费。

◎12月21日起，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联合

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Discovery， Inc.）、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世纪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共同打造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这，就是贵

州》（China'sTreasure:GuiZhou）在Discovery

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国家、日

本以及CGTN重磅同步播出。

◎12月24日，从贵阳市威清社区了解到，以

办事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该社区近日推出二

维码办事指南。办事群众只需要通过手机扫描相

应的二维码，便可一站式查阅办理事项所需的材

料、流程等信息，避免因材料不全而“多次跑”

的情况。

◎12月24日，记者从国家大数据（贵州）

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下称展示中心）获悉，自

5月份新馆于数博大道长岭南路沿线正式开馆以

来，展示中心这只“数据之眼”共接待参观考察

1462场次，近4万人次，日均约7场解说、180余

人走进其中了解贵州大数据发展。

◎12月26日，从贵阳市科技局获悉，市科

技局与市财政局近日共同出台《贵阳市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与管理办法（暂行）》

（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根据《办法》，贵

阳市每年将对新认定的市级以上（含）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给予认定资助；对具备评价

资格的市级以上（含）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将进行年度评价并给予运营补助。

◎12月28日，正在建设中的贵安华为云数

据中心，大部分楼房已经封顶，一个依山而建的

超大型数据中心已见雏形。这是一个集数据中心

机房、相关配套设施和华为大学为一体的工业园

区，具体包括华为全球管理数据存储中心（私有

云）、华为全球IT维护工程师基地、华为大学战

略预备队训战实习基地。

◎12月30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以

下简称促进会）组织召开了贵州省大数据企业50

强（TOP50）专家复审评选会，对初审遴选出的

80家优秀大数据企业进入复审。入围名单将于

2020年1月16日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企

业联谊会”上正式公布。

来源：数据观及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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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布局中长期债市 债券基金发行如火如荼

W I N D 资 讯 数 据 显 示 ，

截至2019年11月19日，今年

以来共有842只新基金成立，

合计发行规模已突破10000亿

元。其中年内成立债券型基

金389只，发行份额创历史新

高，达5830.88亿份，多只中

长期纯债基金首募规模超过百

亿，成为市场爆款。

另数据显示，仅10月份

市面上就出现三只“爆款”基

金，首募份额分别为117.50亿

份、140.02亿份、180.00亿

份，三只基金无一例外均为债

券基金，且均为中长期定开债

基，此外，另有3只新发债券

基金首募份额在50亿份以上。

另据显示，目前市场在发

基金数量多达112只，其中债

券基金数量便多达56只，占

去半数之多，这其中又以中

长期纯债基金为主，定开债

基依然是市场热衷的品种。

此外，目前待发基金同样有

22只之多，债券基金同样有

11只之多。

数 据 显 示 ， 除 转 债 基 金

外，今年债券基金尤其是中长

期定开债基整体收益普遍不及

往年。截至11月20日，334只

定期开放式纯债基金今年以来

平均涨幅3.61%，而去年同期

此类基金平均涨幅为5.87%，

整体收益较去年少四成之多。

有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今 年

以来，我国经济外部环境风险

较大，对股市产生了直接的负

面影响，而债市具有避险的性

质，收益相对稳定，在经济不

好的时候更易受投资者欢迎，

反而容易走出“牛市”格局，

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这

也解释了定开债基依然备受资

金欢迎的原因。

展 望 后 续 债 市 行 情 ， 信

达澳银基金认为，低增长环境

下，债市或维持区间震荡。当

前政策释放出了维稳信号，但

“既要又要”的政策定力约束

了其发力空间。货币政策未现

“大水漫灌”，边际利好减

【导读】当前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状态，央行的一系列动作也显示货币政策

态度仍然是维持稳健偏宽松的状态。对于浮动费率基金的出笼，业界争议巨大。从今年的发

行情况看，权益基金成为新基金发行市场的亮点。中央纪检委官网发布公告，驻银保监会纪

检监察组严查收受纪念钞等金融“土特产”问题。银联发文严查信用卡违规代还之后，信用

卡代还平台"还吧"19日即公告称将关闭其信用卡代还业务。由于关注的重心从我们收集数据

的方式转向实时处理数据，大数据时代即将终结。大数据现在是支持多云、机器学习和实时

分析这几个新时代的业务资产。在新供应链金融生态中，大宗商品市场一定会再次成为国内

主流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叫停ETC联名卡，央行联手银保监会正式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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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使得债市风险可控，但趋

势难寻。金融防风险环境下，

市场加杠杆能力受到监管约

束，难以重现15年至16年配置

资金大量入场所带来的“配置

牛”行情。但从基本面和流动

性角度考虑，债市中期并不悲

观，此时布局仍是个较好的时

机。

中信保诚基金认为，目前

货币宽松明显低于预期，也增

加了基本面的不确定性风险，

债牛基础仍在，利率债收益率

仍将有所下行；资产荒仍将演

绎，利好高等级信用债；转债

方面，可保持参与度，我们对

股市中长期乐观，目前转债估

值仍然合理，结构上继续坚持

内需+成长的大方向，个券选

择上要求业绩增速稳定+安全

边际的品种。

海富通基金认为，从中长

期看，货币政策难有总量性收

紧，债券牛市趋势尚未结束。

短期来看， 11月债券市场在超

跌后可能迎来小幅反弹，但在

当前增量利多因素稀缺的情况

下，市场情绪偏弱，对边际利

空反映仍偏于敏感，债市总体

区间震荡。

博 时 基 金 张 鹿 认 为 ， 当

前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的状态，央行的一系列动作

也显示货币政策态度仍然是维

持稳健偏宽松的状态。决策层

定调保持货币政策合理充裕，

及时进行逆周期调节，预计不

会有大幅收紧的空间，对债券

收益率形成支撑。当前，在地

产和城投被控制的情况下，金

融体系的资产荒格局预计会延

续，张鹿认为，3-5年利率债

仍有较好的配置价值，3-5年

政金债指数兼顾静态收益和流

动性，属中等久期利率产品配

置工具。

来源：中国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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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费率基金再次开闸，治标之举争议巨大

11月21日下午，华安基

金、华泰柏瑞基金、兴全基

金、中欧基金、富国基金和国

泰基金等6家公司拿到了浮动

费率基金批文，浮动费率基金

再次开闸。而据此前业内人士

透露，监管层一共给了12家基

金公司试点，将分2批陆续发

放批文，此次获批的6家均为

上海的基金公司。

对 于 浮 动 费 率 基 金 的 出

笼，业界争议巨大。一方认为

浮动管理费率基金打破了基

金管理人"旱涝保收"的不合理

惯例，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

益，也能激励基金管理人回归

资管本质；另一方则认为这其

实不过是一个"治标之举"，它

不意味着基金业绩必然向好，

也不意味着会减轻基民费率负

担，反而可能误导基金经理

为了高收益激进投资、忽视风

险。

有市场人士认为，今日证

监会主席易会满公开讲话，要

求基金业以监管为导向加快建

立诚信、健康的行业文化。但

是，多年来一些基金公司却一

直在围绕基金费率打转，进行

朝三暮四的"创新"，缘木求鱼

的问题十分明显。

首批逐笔计提业绩报酬型

主动权益基金

浮动费率基金，即管理费

直接与业绩表现挂钩的基金，

简单来说就是业绩好多收费、

业绩差少收费。

按照收费方式，浮动费率

基金分为两类：一种是"支点

式"浮动管理费基金，即投资业

绩超过预定目标，管理费率上

浮，低于目标则要下浮；另一

种是"提取业绩报酬"的浮动管

理费基金，即基金公司对基金

的超额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的业

绩报酬。

在海外，坚持使用浮动管

理费模式的代表性公司是富达

(Fidel i ty)。富达非常重视投

资者利益，鉴于激励性质费

率易造成基金经理为追求短

期业绩而追逐风险，产品类

别更偏向于富达所擅长的股

票型基金。

国内首只浮动费率基金发

行于2013年，此后的2013年

~2015年，浮动费率基金开始

密集成立；但2016年3月后，

受2015年极端市场以及业内出

现随意提取业绩报酬乱象等因

素的影响，浮动费率基金被暂

缓审批。

2017年6月，监管层下发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收

取浮动管理费指引(初稿)>>，

对浮动费率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类型、跟投机制、计提方

法、浮动空间、业绩基准等方

面给出了细致的规范。

此次，审批搁浅许久的浮

动费率基金再次开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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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监会官网显示，此次

获批的6只浮动费率基金大多

上报于今年8月底至9月初，

产品类型均为主动管理的混

合型基金，区别主要在持有

期上，例如华泰柏瑞为一年

持有期，华安、富国和国泰

为两年持有期，中欧和兴全的

持有期为三年。

此外，此次获批的6只浮

动管理费率基金均采取业绩报

酬浮动式收费模式，为行业首

批逐笔计提业绩报酬型主动管

理权益基金，应当在持有人赎

回每笔基金份额时计算该笔基

金份额的年化收益率，只有

当年化收益率超过约定的基准

时，方能对超过部分计提业绩

报酬。

业内对此分歧巨大

对于浮动管理费率基金的

出现，业内有着两种截然不同

的观点。

一方认为，浮动管理费率

基金使基金收费与业绩挂钩，

打破了基金管理人"旱涝保收"

的不合理惯例，既有利于保护

投资者利益，也能激励基金管

理人回归资管本质，使得基金

管理人与投资人的利益更加一

致。

但另一方却对这一产品提

出了质疑。

1、浮动费率真能帮助基

金经理提升业绩吗？存续产品

业绩分化

浮 动 费 率 的 出 发 点 ， 本

质上来说是一种"奖惩机制"，

是将费率和业绩挂钩，从而激

励基金经理提升业绩，这也是

该类基金吸引投资者的一大特

点。

但 显 而 易 见 ， 费 率 和 业

绩并不一定会成正态分布，存

续产品的业绩也十分分化。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末，

存续的浮动费率基金共40余只

(按不同份额分开计算)，规模

合计超300亿元，其中绩优者

如东方红产业升级、东方红睿

元三年定期、安信价值精选，

截至11月7日的累计收益率已

经超过190%；绩差者如银华

大数据，成立3年多来仍亏损

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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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不能保证，那浮

动费率能减轻基民费率负担

吗？

华 宝 证 券 在 研 报 中 测 算

出 ， 如 果 以 2 0 1 4 年 年 底 至

2015年中旬牛市区间为例，

假设一只基金的超额收益提成

比例为20%，投资者在牛市

中后期，即2015年3月购买该

基金，假设该基金在15年3月

至15年6月间获取了50%的收

益，与前期高点相比，该基金

获取了30%的超额收益，因此

可收取20%的提成，即6%的

管理费；但到15年6月中旬，

市场出现变化大幅下跌，该基

金下跌40%，虽然后期该基金

付出的管理费较低，但相比其

他普通收费型基金而言，其管

理费依旧较为高昂。

也 有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由

于基金业绩长期来看是战胜市

场的，如果采取浮动费率制收

费，有很大可能性反而会比现

行的固定费率制要多收管理

费，增加基民负担。

3、反而可能会误导基金

经理过于追求短期收益

综 上 所 述 ， 浮 动 费 率 并

不是提升投资者体验的关键要

素，它不意味着基金业绩必然

向好，也不意味着会减轻基民

费率负担。

相反，这种听起来很有诱

惑力的收费方式，反而是一种"

销售导向"的产品设计，一旦和

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就可能误

导基金经理为了提高收入过于

追求短期收益，激进投资、忽

视风险，损害投资者的长期利

益。

    来源：和讯基金

https://funds.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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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首发再破万亿 权益基金占比超四成

Wind数据显示，11月19

日，9只新基金宣告成立，合

计募资规模达到290.03亿元。

至此，今年新成立基金达到

8 4 2 只 ， 合 计 募 资 规 模 达 到

10275.73亿元。

从2006年到2019年13年

基金发行历史来看，平均每年

发行基金396只，年平均募资

规模为5881.19亿元，今年明

显超越历史平均水平。数据显

示，年度首发规模的顶峰出现

在2015年，受益于大牛市，当

年年中新成立基金规模就突破

万亿，全年新基金合计吸金逼

近1.5万亿元，混合型、股票型

基金成为吸金主力。

从 今 年 的 发 行 情 况 看 ，

权益基金成为新基金发行市场

的亮点。股票型基金方面，年

内新成立基金161只，募集资

金1983.67亿元，占今年新基

金发行规模的比重为19.3%，

发行总规模和平均单只发行

规模均创2016年以来新高。

而 混 合 型 基 金 年 内 成 立 2 6 8

只，募集资金2326.52亿元，

占比22.64%。二者合计占比

42%。

不过，债券类产品仍是新

基金发行主力，年内成立基金

390只，募资规模达到5830.88

亿元，占比56.74%，创出历

史新高。此外，今年还发行

了6只货币基金、15只QDII基

金、2只商品基金。

从基金公司来看，汇添富

基金、博时基金、富国基金、

华夏基金、民生加银基金位

列前五，募集规模均超400亿

元。此外，易方达基金、嘉实

基金、工银瑞信基金、鹏华基

金、中银基金新发基金规模均

超300亿元。今年新基金募资

排名前20位公司合计募集规模

达到6587.6亿元，占比超过六

成。大中型基金公司明显占据

更多份额。而排名后50位的基

金公司合计募集规模仅419.2

亿元。基金行业“马太效应”

越来越显著。

从今年基金发行来看，也

是“爆款”频出。数据显示，

有15只基金发行规模超过百

亿，其中发行规模最大的是

民生加银中债1-3年农发债基

金，募资规模达到224亿元。

权益基金中，博时央企创新驱

动ETF、嘉实中证央企创新驱

动ETF发行规模也较大，分别

为167.35亿元、132.5亿元；

11月5日成立的汇添富稳健增

长混合，首募规模达到130.87

亿元。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新 基 金

密集发行、股市上涨、基金赚

钱效应涌现等共同成为基金管

理规模持续猛增的推动力量。

基金发行改革后，纳入快速注

册程序的常规产品，原则上取

消书面反馈环节，大幅提升注

册效率，尤其是权益类基金发

行大幅提速，有助于基金公司

快速布局，增大权益基金的供

给。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借道

公募基金入市，资金积聚于优

秀管理人所发行的产品，通

过优秀管理人精选优质个股，

最终形成良性的市场“正循

环”。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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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提网贷清理中“特权挽损”

12月10日，中央纪检委官

网发布公告，驻银保监会纪检

监察组严查收受纪念钞等金融

“土特产”问题，同时研究出

台了银保监会系统名贵特产特

殊资源清单和会管单位名贵特

产特殊资源清单，共涉及名贵

特产特殊资源17类。

值得一提的是，名贵特产

特殊资源清单内容中参考了公

职人员在网贷清理、打击非法

集资案件查办中利用职务之便

搞“特权挽损”等典型案例。

内容显示，在严肃查处并

通报2名系统干部收受航天纪

念钞、纪念币等典型案件的同

时，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结

合行业特点，就银保监会系统

和会管单位名贵特产特殊资源

情况进行了调研，同时结合日

常监督执纪和案件查办，特别

是结合广西银保监局赵汝林、

某银保监局副局级干部利用监

管资源，华融子公司原高管秦

岭、汪平华、白天辉、郭金童

等利用融资贷款审批权，公职

人员在网贷清理、打击非法集

资案件查办中利用职务之便搞

“特权挽损”等典型案例，经

探讨研究，最终确定了名贵特

产特殊资源清单内容。

两份清单共开列名贵特产

特殊资源17类，着重体现“行

业特殊性”，既包括有形的

“特产”，如高端信用卡、纪

念币(钞)、金融机构宣传品、

授课费、薪酬奖励，金融机构

非公开定向发行(发放)的存贷

款、信托、理财和保险产品

等；又包括无形的“资源”，

如金融监管或经营服务相关的

审批权决定权、可获利内部信

息和机会等。

公告提及，11月11日，

银保监会印发通知，要求系统

党员领导干部了解掌握清单内

容，逐项对照开展自查，对存

在的问题主动报告、立即整

改。下一步，驻银保监会纪检

监察组将继续加大督促整治和

查核力度，严肃查办系统党员

干部以名贵特产特殊资源作为

媒介和资本，靠山吃山、假公

济私、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

案件。同时，结合工作实践，

进一步完善清单内容，督促制

度落实。

来源：蓝鲸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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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严查信用卡违规代还

2019年11月18日晚间银

联发文严查信用卡违规代还之

后后，信用卡代还平台"还吧

"19日即公告称将关闭其信用卡

代还业务。

一 则 落 款 为 还 吧 运 营 中

心的公告内容显示，为配合银

联(银发[2019]85号)文件以及

银联业管委(2019)53号文件整

改，2019年11月19日起，将

关闭计划添加、用户充值；存

量计划将于2019年11月24日

23:59:59关闭，用户可在25日

前取消尚未执行完毕的计划，

并提出剩余保证金与余额。11

月25日若计划尚未执行或未执

行完毕，系统将取消后续所有

计划，退还剩余保证金以及账

户余额至用户所绑定的结算卡

内。

相关介绍显示，还吧APP

由上海奔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显示，该公司已于10

月12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决议

解散。

天眼查信息显示，上海奔

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及股东均为陈世辉，陈世辉

仅关联奔卡信息一家公司。此

前该公司股东、高管及法定代

表人等信息经历多次变更。

2017年6月，奔卡信息法

定代表人由李昕变更为林坚，

林坚同时成为奔卡信息股东之

一；2018年5月，林坚退出股

东名单，法人由林坚变更为陈

伟；2018年7月法定代表人再

次变更为陈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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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奔卡信息外，李昕与林

坚还共同任职上海杉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上海晁图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上海

杉奇为奔卡信息最初的股东之

一，法定代表人李昕，同时李

昕、林坚均间接持有其股份。

此外，上海杉奇对外投资上海

锐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100%。

查看知识产权信息发现，

上海杉奇拥有还吧运营平台、

还吧智能信用卡管家(安卓版)

两款软件的软件注册权，登

记批准日期均为2018年1月29

日。

18日晚间，银联发布<<

关于开展收单机构信用卡违规

代还专项规范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从11月18日到11月

29日为期两周内，收单机构应

从外包服务机构合作、商户管

理、交易监控等各环节全面排

查是否存在信用卡违规代还业

务，一旦发现、立即关停。

对 自 查 发 现 自 身 存 在 信

用卡违规代还业务的，收单机

构应填写自查报送表报送秘书

处，保险信息包括外包服务机

构的名称、地址、法人、营业

执照和软件APP的名称，交易

规模等信息。自2019年12月

02日起，收单机构仍存在信

用卡违规代还业务的，一经发

现，秘书处将根据银联业务规

则对其从严从重处置，包括但

不限于全行业通报、暂停银联

网络内业务等。

银 联 同 时 提 及 ， 信 用 卡

违规代还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

特定应用程序、移动支付APP

利用信用卡账单日和还款日时

间差，通过违规存储持卡人支

付关键信息、系统自动化发起

虚构交易，以较小的金额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循环还款。此种

违规业务极易引发持卡人支付

信息泄露、资金损失等重大风

险，甚至引起恶性案件。

来源：蓝鲸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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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生于2006，卒于2019）已死！

由于关注的重心从我们收

集数据的方式转向实时处理数

据，大数据时代即将终结。大

数据现在是支持多云、机器学

习和实时分析这几个新时代的

业务资产。

大数据时代终结于2019

年6月5日，当时Tom Reilly宣

布即将从Cloudera辞职，随后

该公司市值应声下跌。加上

MapR前不久宣布将于6月下

旬 关 门 大 吉 —— 这 将 取 决 于

MapR能否找到买家来继续运

营，2019年6月表明了这个事

实：Hadoop推动的大数据这

个早期时代已宣告结束。大数

据会因在这几方面起到的作用

而被世人铭记：促使社交媒体

开始占主导地位，从根本上改

变企业在处理多出好几个数量

级的数据方面的理念，以及澄

清分析数据、数据质量和数据

治理的价值，不断评估作为企

业资产的数据。

如 果 为 大 数 据 时 代 拟 写

某种意义上的悼词时，必须要

强调一下：大数据技术实际

上并没“死”，但第一代基于

Hadoop的大数据已达到成熟

的程度，它已在企业数据界确

立了稳固的角色。大数据不再

是无限增长的炒作周期的一部

分，而是一种老牌技术。

大数据的诞生

大 数 据 时 代 始 于

ApacheHadoop在2006年的亮

相，开发人员和架构师将此工

具视为有助于处理和存储多结

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企

业在数据方面的理念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并不仅限于传统企

业数据库的ACID（原子性、

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

导致数据使用场合发生了变

化，许多公司意识到以前丢弃

或保存在静态归档中的数据实

际上有助于了解客户行为、采

取行动的倾向、风险因素以

及复杂的组织、环境和商业

行为。Cloudera这款商业发行

版推出后，Hadoop的商业价

值在2009年开始得到确立，

MapR、Hortonworks和EMC 

Greenplum（现在的Pivotal 

HD）紧随其后。虽然分析师

们预测大数据这个潜在市场的

规模高达500亿美元或更多，

但Hadoop这种分析工具最终

在最近十年受到了质疑。

Hadoop在企业界面临的

挑战

虽然Hadoop在通过批处

理 支 持 大 型 存 储 和 E T L （ 提

取、转换和加载）作业以及支

持机器学习任务方面大有价

值，但它在支持公司和大型组

织用来管理日常运营的较为传

统的分析工作方面并非最佳选

择。Hive、Dremel和Spark等

工具在Hadoop上面使用以支

持分析，但Hadoop从未变得

足够快，无法真正取代数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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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Hadoop还面临这样的挑

战：NoSQL数据库和对象存储

提供商在解决Hadoop最初旨

在帮助解决的部分存储和管理

难题方面取得了进展。随着时

间的推移，在Hadoop上支持

业务连续性面临挑战，加上支

持实时、地理空间及其他新兴

的分析使用场合方面缺乏灵活

性，这使得Hadoop面对海量

数据时很难在批处理之外大有

作为。

此 外 ， 久 而 久 之 ， 许 多

公司开始发现大数据难题越来

越与此有关：支持一系列广泛

的数据源，并迅速调整数据模

式、查询、定义和上下文，新

的应用程序、平台和云基础设

施供应商就体现了这一点。为

了克服这个挑战，分析、集成

和复制就必须变得更敏捷更快

速。许多供应商纷纷创办就体

现了这个挑战，包括：

· 分 析 解 决 方 案 ： 比 如

ClearStory Data、Domo、

Incorta、Looker、FineBI、

M i c r o s o f t  P o w e r  B I 、

Qlik、Sisense、Tableau和

ThoughtSpot

·数据管道供应商：比如

Alooma、Attunity、Alteryx、

Fivetran和Matillion

· 数 据 集 成 供 应 商 ： 包

括Informatica、MuleSoft、

SnapLogic、Talend和TIBCO

（后者还凭借其Spotfire产品

组合角逐分析领域）。

如果从收购或融资的角度

来看，许多这些公司似乎都备

受瞩目，这绝非巧合。最近的

例子包括但不限于：

·ThoughtSpot在2018年

5月完成1.45亿美元的D轮融资

·Sisense在2018年9月完

成8000万美元的E轮融资

·Incorta在2018年10月

完成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Fivetran在2018年12月

完成1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Looker在2018年12月

完成1.03亿美元的E轮融资

·TIBCO在2018年12月收

购Orchestra Networks

·Logi Analytics在2019

年2月收购Jinfonet

·谷歌在2019年2月收购

Alooma

·Qlik在2019年2月收购

Attunity

·Informatica在2019年2

月收购AllSight

·TIBCO在2019年3月收

购SnappyData

·Alteryx在2019年4月收

购ClearStory Data

·Matillion在2019年6月

完成35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谷歌在2019年6月斥资

26亿美元收购Looker

·Salesforce在2019年6

月斥资157亿美元收购Tableau

·Logi Analytics在2019

年6月收购Zoomdata

这些解决方案的成功表明

了日益需要分析师、数据和平

台灵活性，以便面对诸多云和

数据源改进数据的上下文分析

价值。2019年会更闹猛，因为

其中许多公司归私募股权公司

所有，或者已获得大量的风投

资金，需要尽快成功退出，帮

助资助未来的风投基金。

随 着 大 数 据 的 消 逝 ， 我

们进入到了后大数据时代，包

括多云时代、机器学习时代以

及实时和无处不在的上下文时

代。

·多云时代恰恰表明日益

需要基于现有的各种应用系统

跨多云支持应用软件和平台，

也日益需要支持持续交付和业

务连续性。“某项任务有一个

应用软件”这种观念导致了企

业中每个员工平均有一个SaaS

应用软件的业务环境，这意味

着每家大企业在为数千个SaaS

应用软件支持数据和流量。后

端容器化这个趋势导致支持按

需和峰值使用环境的存储和工

作负载环境日益分散化和专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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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时代专注于分

析模型、算法、模型训练、深

度学习以及算法和深度学习技

术的伦理。机器学习需要处理

创建干净数据供分析所用所需

的大量相同工作，但还需要另

外的数学、业务和伦理上下文

以创建持久的长期价值。

· 实 时 和 无 处 不 在 的 上

下文恰恰表明，从分析的角度

和交互的角度来看，日益需要

及时的更新。从分析的角度来

看，公司分析处理仅仅每周

更新一次或每天更新一次已不

够。员工现在需要近乎实时

的更新，否则有可能做出糟糕

的公司决策，这些决策在制定

的那一刻就已过时或落伍了。

有效使用实时分析需要广泛的

业务数据，以提供适当的整体

上下文以及供针对数据按需执

行的分析所用。无处不在还表

明了交互的兴起，包括物联网

提供表明环境和机械活动的更

多边缘观察信息，以及仍在发

展中的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包括增强现实和虚拟

现实）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

为了提供这种级别的交互，必

须以交互的速度分析数据，可

能短至300-500毫秒，以提供

有效的行为反馈。

随 着 大 数 据 时 代 走 到 尽

头，我们现在可以少关注收集

大量数据的机制，多关注处

理、分析海量数据并与之实时

交互方面的无数挑战。我们迈

入大数据驱动的新时代时，请

牢记以下几个概念。

·首先，Hadoop在企

业数据界仍占有一席之地。

Ama lgam Ins igh ts预计，

MapR最终会被一家以管理IT

软件出名的公司收购，比如

BMC、冠群或MicroFocus；

并认为Cloudera已采取了措

施，不仅限于企业Hadoop，

以支持数据的下几个时代。

但 技 术 的 步 伐 不 可 阻 挡 ，

Cloudera的问题在于它的行

动 是 否 够 快 、 随 势 而 变 。

Cloudera在将其企业数据平台

完善成下一代洞察力和机器学

习平台方面面临数字化转型挑

战。过去几十年，公司能够为

转型敲定时间表。现在正如我

们从亚马逊、Facebook和微软

等公司看到的那样，仅仅为了

活命，成功的科技公司必须准

备好每十年就要转型，可能甚

至牺牲掉自己的部分业务。

·其次，对多云分析和数

据可视化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大。谷歌和Salesforce

刚 斥 资 1 8 0 亿 美 元 收 购 了

Looker和Tableau，那些收购

基本上是针对颇具规模和收入

增长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收购。

会投入更多的巨额资金，以克

服这一挑战：针对众多数据源

提供分析技术，并支持与多云

有关的日益分散且多样的存

储、计算和集成需求。这意味

着企业需要慎重地搞清楚数据

集成、数据建模、分析及/或机

器学习/数据科学团队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应对这个挑战，因为

处理和分析异构数据变得越来

越困难、复杂，但要支持战略

业务需求并将数据用作真正的

战略优势又势必需要这么做。

而仅看国内发展，企业对多云

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的需求也是

一样剧增。2006年成立的国产

BI软件厂商帆软软件自2016年

300人左右的团队短短三年内

成长到现在的1100余人，据知

为了应对更多的市场需求其团

队还在不断扩大。这样的成长

速度源自市场需求的增多和帆

软对于市场需求走势的判断。

·第三，机器学习和数据

科学是下一代分析技术，需要

各自做好新的数据管理工作。

大规模创建测试数据、合成数

据和掩蔽数据，以及数据沿

袭、治理、参数和超参数定义

以及算法假设，这些都超出了

传统大数据假设的范畴。这里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使用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地服务于

企业的数据：样本量小、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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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数据定义不清晰、数

据上下文不明确，或者算法和

分类假设不准确。换句话说，

不使用失实的数据。失实的数

据会导致有偏见、不合规、

不准确的结果，还可能导致

诸多问题：比如Nick Leeson

在 1 9 9 5 年 导 致 巴 林 银 行

（BaringsBank）垮台，或法

国兴业银行因Jerome Kerviel

精心操纵交易而蒙受70亿美元

的交易损失。AI现在是新的潜

在“流氓交易者”，需要得到

适当的治理、管理和支持。

·第四，需要将实时和

无处不在的上下文既视为协作

和技术上的挑战，又视为数据

挑战。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世

界：每个对象、流程和对话

都可以用附加的上下文加以标

记、标注或增强，可以实时处

理数GB的数据，以生成简单的

两个单词警报，可能就像“减

慢速度”或“立即购买”这么

简单。我们看到“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这个概念方兴

未艾：在工业界，PTC、GE及

其他产品生命周期和制造公司

为设备创建数字孪生；而在销

售界，Gong、Tact和Voicera

等公司借助额外的上下文以数

字方式记录、分析和增强模拟

对话。

结论

因 此 ， 大 数 据 时 代 已 宣

告结束。但在此过程中，大数

据本身已成为IT的一个核心方

面，并引发了一系列新时代，

每个时代未来一片光明。投入

于大数据的公司应该将这些投

入视作未来成为实时、增强和

交互型互动公司的重要基础。

随着大数据时代走到尽头，我

们现在准备将整个大数据用作

业务资产，而不仅仅是炒作，

从而支持基于作业的上下文、

机器学习和实时交互。

关于国内对大数据行业发

展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停止，

而对于实时、增强和交互型的

数据分析，对在大行业背景下

小行业的场景化应用，帆软每

年都会组织国内数据行业规格

最高的一场听觉盛宴，近千家

企业高管参与讨论。针对数据

治理和准备、数据挖掘、数据

人才培养等多个部分进行深度

探讨。本次大会以“数据有引

力”为主题，以国内现在的大

行业发展为背景，真正来落地

数据对企业的真实价值，旨在

帮助更多的企业对“已死的大

数据”重新认识，从以上四个

方面来使得数据建设更加落

地。

来源：悟空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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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大数据）工业大数据委员会正式成立

多彩贵州网(本网记者 王

永娟)10月9日上午，国家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贵州大数据)工

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成立暨

2019年度工作会在贵州航天云

网科技有限公司举行。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

州大数据)建设发展委员会秘

书长、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董

事、副总经理马晓晔，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调研员张

竞洲，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政

策规划处副调研员王佳卫，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互联网处

主任科员金利涛，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及中

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重

要工业企业代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和贵阳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上，举行了工业大数据

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副理

事长单位、理事单位的授牌仪

式。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

司是工业大数据委员会理事长

单位；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航天江南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

学等为副理事长单位，贵州理

工学院、贵州财经大学、阿里

云计算有限公司、用友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鹏博士大数据有限公司和贵州

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等为

理事单位。

同 时 ， 会 议 还 审 议 通 过

了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

州大数据)工业大数据专业委

员会秘书处管理办法及专家委

员会管理办法、国家技术标准

创新基地(贵州大数据)工业大

数据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管

理办法。并举行了专家聘任仪

式，聘任中国江南航天工业集

团公司信息化总师冉启奎、贵

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李少

波、贵州师范大学大数据与计

算机科学学院院长苏明、贵州

磷化集团副总工程师杨晓勇、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信

息化总师刘昕、贵州省机械电

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副书记

叶鑫、贵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副院长陈笑蓉、贵州

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侯庆、贵州航天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靖波、

贵州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双中，

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

蒋春旭、贵州财经大学教授陈

建、贵州理工学院博导雷振、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万岳波等29位专家为工业大

数据专家委员会专家。

标准化工作是企业生产经

营的制高点，是企业科研、生

产、使用三者之间的桥梁，具

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一个国家

的标准水平反映了经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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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2017年，国家印发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

总体规划(2017-2020)》，要

求建设区域综合创新基地，完

善科技、标准与产业协同发展

机制，加快培育优势特色领域

技术标准，围绕创新链、产业

链整合标准化资源。2018年

9月，省质监局印发《国家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大数据)

建设方案(2018-2019年)》，

要求重点围绕十个领域开展研

究，工业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和

工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的组建

工作就是最关键任务之一。

贵 州 航 天 云 网 公 司 作 为

工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的牵头

组建单位及理事长单位，在省

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指导下，深入推进工业大数

据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产业

推广和应用普及、技术标准研

制和工业经济发展工作，依托

贵州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完成

《贵州工业云数据共享规范企

业标准》等多项企业标准制定

及推广，目前正参与研制《基

于云制造的智能工厂架构要

求》《云制造服务平台制造资

源接入集成规范》《云制造服

务平台安全防护管理要求》等

国家标准，初步建立起覆盖工

业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应用

和云平台接入的标准体系，以

推动工业大数据的技术革新、

产业研发及应用工作。

后 续 工 业 大 数 据 专 业 委

员会将着力开展四方面重点工

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业大数据

标准体系，重点开展工业大数

据标准研制，包括工业数据交

换、工业数据分析与系统、工

业数据管理、工业数据建模、

工业大数据服务等标准；二是

建立健全专业委员会组织机

构，按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要求，进一步吸

纳专业委员会成员，完善专委

会章程及相关管理办法，推动

专业委员会健康发展；三是推

进标准建设研制和应用普及，

依托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已研

制的行业或企业标准，推进标

准在行业企业的应用，争取通

过一段时间培育上升的省级标

准或国家标准，并基于已实施

或正在实施的企业上云、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以及工

业互联网数据接入实践，提炼

共性关键的技术或手段研制标

准，争取推广普及应用一批国

标，形成一批国标；四是加强

对外合作与交流，加强与国家

标委，相关产业联盟和科研机

构的对接和战略合作，推广相

关技术、产品、标准和服务，

推进工业大数据技术、标准、

园区、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

有效提升专委会资源整合能力

和服务能力。

来源：多彩贵州网-众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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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应链金融之大宗商品的市场特征和金融需求

01 供应链金融提高社会

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供应链金融是商业

银行自身经营的主动选择。从

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的过程来

看，最初的商业银行主要服务

于规模较大的单一客户，并未

形成依托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链

式开发。但是企业越大，银行

的谈判地位相对越弱，这就意

味着银行的收益就会越低。如

果银行想获得一个相对高的收

益，同时还能够控制住风险，

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核心大企

业的信用，从其供应链上的供

应商或者经销商处进行延伸拓

展，使得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找到一片蓝海。 

其 次 ， 供 应 链 金 融 是 经

济主体获取金融支持的优选方

式。从企业的角度看，单一的

企业主体因为自身规模、盈利

能力和担保物条件等限制，很

难从银行融到钱，也就影响了

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壮大。而

通过供应链金融，链条上的中

小型企业主体可以借助核心大

企业的信用背书，通过核心企

业的担保和或有担保，将自有

的库存货物进行抵押/质押担

保，以及使用应收账款等权益

类进行组合担保，就可以弥补

主体自身的信用不足，相对容

易的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  

最 后 ， 供 应 链 金 融 是 提

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工

具。从社会经济分工的角度

看，供应链金融可以让更多的

资金支持到真正有金融需求的

企业身上，大大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广度，而不是把

资金都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大型

企业身上，同时，因为商业银

行资金的介入，也可以大幅降

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助力

民营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发

展，解决社会上“融资难”、

“融资贵”等顽疾，最终会真

实有效的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

效率。  

在 节 约 社 会 资 源 方 面 ，

科技赋能供应链金融，不仅帮

助更多的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同时还提高的银行的工作

效率和质量，大幅缩短业务时

间。  

中国的产业供应链链条基

本上就像一个金字塔式，上面

有一个大企业，下面是一级、

二级、三级的上下游企业，最

后到底层时，企业数量是呈几

何倍数的增长，也就是我们看

到的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民营

企业。面对如此数量众多、地

域分布广泛的企业主体，银行

如何去提高供应链金融服务的

水平和效率？  

随 着 金 融 科 技 的 不 断 进

步，供应链金融业务依托科技

加快了运算速度、降低了伪造

成本、实现了信息之间的交叉

验证，在供应链金融的客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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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推广、业务处理、信

贷审批、押品管理和贷后监控

等全流程上得到质的飞跃。在

风险管理上，银行通过与各种

系统平台的合作，风险可以得

到有效控制，包括主体选择、

资金流监控、信息物流验证和

全流程管控等方面。

02 商业银行对大宗商品

融资的“爱恨情仇”

大宗商品现已成为重要的

生产生活物资，其交易量和资

金都很大。  

广义的大宗商品概念是指

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

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

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

的物质商品，如：原油、有色

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

等。大宗商品的市场特征主要

体现为：一是供需量大；二是

价格波动大；三是标准化高；

四是易存储和运输；五是影响

国计民生；六是金融属性强。

据统计，2018年全年国内大宗

商品销售总额达到72.8万亿，

可比价同比增长4.6%。  

一 方 面 ， 因 为 大 宗 商 品

市场近几年发生的连续风险事

件，市场本身也在进行自我修

复和提升。例如：钢贸行业的

市场主体从2012年至今全国

平均减少了60%以上，上海地

区减少了80%，同时仓库数量

也在随之减少和提升自身的管

理水平，在此过程中大宗商品

融资的专业服务商和企业信用

管理的机构逐渐增多，促进了

大宗商品市场的逐渐规范和完

善。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退

出大宗商品融资市场后，银行

的贷款结构可能出现问题，比

如出现贷款规模的增长与有效

贷款客户数量的增长不匹配，

客户数量的市场占比可能出现

下降，同时，因为优选选择大

客户的原因，导致单户的贷款

规模可能增加，单一客户风险

集聚，整体的贷款盈利能力出

现下降，因此商业银行出于自

身经营的需要，如何选择合适

的市场客户和商业模式，在既

能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又能赚

取到相对的高收益，已经成为

商业银行自身不得不面对的问

题。  

大 宗 商 品 市 场 天 然 的 要

素属性和金融属性，决定了其

一直是商业银行重点关注的领

域，只是在经历过一些列的风

险事件（坑）后，如何通过新

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再造和产品

迭代，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重

返大宗商品市场，一直是商业

银行的一个心结，可喜的是，

在包括引入第三方的专业风险

管理方、技术服务商和交易市

场全方位合作等方面已经取一

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03 大宗商品市场的典型

金融需求

在大宗商品市场中与融资

有关的产品设计最丰富，整体

上可以分为主体信用类、存货

担保类、权益质押和组合管控

类，在主体信用中包括核心厂

商担保、回购、调剂销售和保

购等方式；在存货担保类中常

用的方式包括动产抵押、动产

质押和仓单质押；在权益质押

类中包括应收账款质押、保理

和付款凭证质押等多种方式；

在组合管控类中包括购销通、

担保+动产+债权组合和商业数

据信息验证等方式。  

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需求

总结概括来说主要有两点，一

是融资需求，二是结算需求。

融资需求主要原因包括锁定价

格、稳定库存、获取返利、实

现收入和抢占市场等方面，

融资主体包括生产型和贸易

型企业，一般以贸易型企业

为主；结算需求则是大宗商

品在交易和流转过程中，因

其规模大、笔数多、频率高等

特点，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路

径存在较高的要求，需要配套

专业的银行账户结算体系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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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类产品。

  04 大商品新供应链金融

的风险集合管理

大 宗 商 品 融 资 与 传 统 授

信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对担保物

的管控风险，这也是大宗商品

的专属风险，担保物管控中包

括对商品品类、质量、数量、

价格、权属、仓储、物流、凭

证、灭失、盗抢和处置变现等

因素，同时包括对担保物管控

的技术因素和人为因素。  

主 体 风 险 中 包 括 ： 借 款

人主体、核心企业主体和风险

管理方主体。其中风险管理方

是一个新概念，不同于以往的

担保主体，因为风险管理方在

业务中承担的风险和获得收益

是对价，例如，作为一个回购

主体，回购时支付资金但得到

商品，实质上并没有损失，所

以风险管理方的责任一般包括

为企业融资提供品质管理、权

属管理、变现处置和回购担保

等。  

那么如何在新供应链中对

担保物的风险进行管控呢？  

首先是商品品类选择，在

进行大宗商品融资时，并不是

所有大宗商品都可以做为融资

担保物，现阶段优选期货交割

商品中物理和化学性质稳定，

易储存、易运输和易变现的商

品，采用名单制管理，在前期

可以试点开展几种商品；在商

品质量管控上为了避免银行人

员对大宗商品知识的不足，优

选出厂后的一手商品或进口后

的一手商品作为担保物，此类

商品正常都具有出厂合格证或

经过海关的检验检疫，这样可

以尽可能的避免产品品质和权

属风险；在规避数量风险上尽

量不做散装的不易计量的商

品；在价格风险管理上核心是

每日盯市制度和动态质押率的

落实，包括价格预警和平仓的

执行时效性落实；在商品权属

上优选一手货，同时要对商品

合同、发票、运单、仓单等文

件进行交叉验证，只做可溯源

权属的商品融资业务；在仓储

和物流的风险管控上，优选国

字头、期交所指定库、核心厂

商能担保的物流商进行合作；

在商品物流环节主要靠提单进

行约束，对物流商要求资格准

入，优选和核心厂商签订长期

承运业务的物流企业；在商品

权利凭证如仓单、提货单流转

过程中的真实性、唯一性、有

效性可以通过风险管理方的担

保或银企系统直连中电子仓单

的形式去进行规避；商品的灭

失和盗抢风险可以通过增加商

品财产保险和员工忠诚险的方

式进行管理；在担保物处置变

现上通过提前锁定/签约回购

方、保购方、调剂销售方等风

险管理方的方式进行管理。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讲 ， 大 宗

商品市场基于其自身的不断完

善和提升，以及配套的市场服

务商和金融服务商的涌现，同

时因为商业银行本身对大宗商

品融资市场的经验积累，为大

宗商品市场与商业银行的再次

“牵手”奠定了基础。我们相

信，在新供应链金融生态中，

大宗商品市场一定会再次成为

国内主流商业银行的业务重

点。 

来源：民生银行新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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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

什 么 是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本

质？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在

数据+算法定义的世界中，以

数据的自动流动化解复杂系统

的不确定性，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构建企业新型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信息通信技术正进

入技术架构大迁徙时代，企业

数字化转型正在经历从基于传

统IT架构的信息化管理（数字

化转型1.0），迈向基于云架

构的智能化运营（数字化转型

2.0）。 

如何理解和认识企业数字

化转型，这十个关键词也许可

以帮助勾勒出数字化转型的本

质：

1、不确定性，

2、复杂系统，

3、竞争的本质，

4、转型的逻辑起点，

5、工具革命，

6、决策革命，

7、数据的自动流动，

8、软件的本质，

9、技术架构的大迁移时

代，

10、体系重构。

【不确定性】

只有深刻认识不确定性，

才能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本

质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人们

认知社会规律的内在动力。人

类社会发展一直伴随着对确定

性的追求，确定性是行为能够

被预测的前提，也是我们安全

感的来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就是一部对抗不确定性、寻求

人类命运发展确定性的历史，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确定性

的追求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和演进。

不确定性源于信息约束

条件下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

应对不确定性，是人类永恒的

挑战。在过去几千年里，每一

个个体、族群、部落、企业、

国家等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挑战，如战争、冲突、灾害、

竞争等。人们都面临着如何在

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决策，

这些决策正确与否会导致事情

的成败、得失、利弊、对错、

好坏、优劣等结果，决策结果

又会影响个体的幸福、部落的

兴衰、企业的成长、国家的繁

荣、历史的走向。

化解不确定性的“三部

曲”。第一，理解和认知世界

运行的规律，是化解不确定性

的逻辑起点；第二，理解运行

规律之后需要预测将会发生什

么，这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第三是控制，是将决策付诸行

动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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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确定性如何决策？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

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在不

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决策。从

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到信息社会，这都是一个永

恒的话题，而在过去几千年人

类是如何进行决策？2000多

年前，《史记·龟策列传》中

记载“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

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

助善！”500年前，正如马克

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所说的，新教构建

了一套对世界的解释体系，企

业家们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

决策的时候，宗教是指导他们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选择

的依据。

100年前，爱迪生经过几

千次试验发明了电灯，1969年

美国人把人类送到了月球，波

音747实现首飞。人类上月球

的每一个决策、飞机研发的每

一次重大决策的背后是基于什

么？是科学。今天，风电功率

预测、工程机械设备全生命周

期运维、盒马鲜生对生鲜食品

的品类及数量选择、淘宝首页

的千人千面的背后，构建了新

的决策机制：数据+算法。

对不确定性认知的分野：

从哲学到科学

对于不确定性的认知，也

是从哲学、科学、经济学分化

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信息论

来看，克劳德·香农认为“信

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

东西，信息的价值是确定性的

增加”，信息最重要就是要减

少不确定性而增加确定性。回

到数字化本质，那就是在数据

+算法定义的世界中，化解复

杂系统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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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从万物互联到

万物智能】

没 有 网 络 的 世 界 是 一 个

机械系统。随着传感器、互联

网、物联网的出现，IoT时代正

在到来，所有的产品最终都将

成为一个网络终端。正如波特

所说，未来，所有的产品功能

将由四个基本模块构成：动力

部件、执行部件、智能部件、

互联部件，未来的智能产品

可以监测、可以控制、可以优

化，产品的功能灵活性、易扩

展性、安全性、可管理性都得

到提高。

单一产品走向复杂系统，

从机械系统走向生物系统

万物互联网使得孤立产品

走向复杂产品网体系。约翰迪

尔公司（John Deere）作为全

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和世

界第二大工程机械制造商,其产

品沿着传统产品→智能产品→

智能互联产品→产品系统→产

品体系的路径逐步演变。它不

仅仅是一个产品，而且成为一

个网络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成

为一个网络体系组成部分的时

候，就从一个原有的机械系统

演变成复杂的生物系统。

智能系统：单一系统、局

部系统、复杂系统到巨系统

我 们 再 来 看 智 能 制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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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智能的最小

单元——具有感知、分析、优

化、执行功能的智能单元，如

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AGV

小车以及刀具管理、工装管理

系统等，这些最小智能单元散

布在制造体系的各个角落。今

天，随着物联网、边缘计算、

工业互联网等新的架构和技术

体系的出现，以及市场需求对

跨企业、跨环节、大尺度资源

优化的需求，最小的智能单元

从一个小系统被不断接入企业

内部大系统，企业内部大系统

与上下游实现互联互通互操

作，构建复杂产业链系统。在

此基础上，当企业把产业链系

统向整个社会开放时，开始构

建起一个复杂巨系统。那我们

可以看出来，商业和制造系统

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一个机械

系统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生物系

统。

德 国 工 业 4 . 0 讲 横 向 集

成、纵向集成、端到端集成，

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集

成？集成是数据的互联互联网

互操作，集成的本质就是对制

造资源优化范围、领域深度的

描述，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就

是从局部优化到全局优化的过

程，在时间上优化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空间上参与优化的资

源从点、线、面、大系统、巨

系统的方向不断地扩展。如果

说，自动化是单点的、低水平

的，有限的资源优化；那么，

智能化是多点、高水平、全局

的资源优化。所谓集成的过

程，就是对制造过程的范围领

域不断地深化的过程。

智能制造：复杂的生态系统

传 统 的 制 造 体 系 是 一 个

简单的机械体系，确定性是常

态。而智能制造是一个复杂的

生态系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

今天，当人们在理解制造业、

理解智能制造的时候，我们要

换一个视角，我们从一种静态

思维、机械化思维，走向生态

思维、系统思维。

【竞争的本质】

什么是企业？企业竞争

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在

理解数字化转型，必须要思考

的问题。

企业 是 一 种 组 织 ， 是 跟

市场、政府一样，配置资源

的组织。企业是一种替代市

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组织，是

将 技 术 、 资 本 、 人 才 、 土

地、机器设备等资源组织起

来，以更高效、更低成本满

足客户需求的组织。企业竞

争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竞争

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

竞争，就是要以数据自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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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化 解 复 杂 系 统 的 不 确 定

性，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效

率 。 企 业 面 临 什 么 样 的 挑

战 ？ 当 我 们 走 进 企 业 董 事

会、走进工厂、走进车间、

走进研发中心，他们都在思

考什么问题：企业思考如何

缩短一个产品的研发周期、

如何提高一个班组产量、如

何 提 高 一 个 机 床 的 使 用 精

度、如何提高一组设备的使

用效率，所有这些问题，都

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如

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面 对 这 些 问 题 ， 如 何 提

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核心是

如何实现科学决策、精准决

策、高效决策。企业的本质属

性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如何

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新品开

发是决策，客户定位是决策，

营销策略是决策，研发组织是

决策，供应链选择是决策，

交付周期是决策，库存管理是

决策，排产计划是决策，商业

模式选择是决策。科学决策的

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提

高。

在淘宝、天猫上的服装、

化妆品商家来说，他们要思考

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客户的需

求？如何找到新产品的最佳代

言人？是选择电视广告还是网

络广告？如何确定营销关键

词？今年夏季流行什么款式、

什么颜色、什么尺码？何时备

料、备多少？如何定价？所有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一系列

决策。

【转型的逻辑起点】

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

适应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

今 天 人 们 讲 智 能 制 造 、

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一系

列概念，讲数字化转型，首先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转型的逻

辑起点是什么？这个逻辑起点

是，企业如何适应竞争环境的

快速变化。智能就是一个主体

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能

力，这个主体可以是一个人、

一个机器、一个设备、一个组

织、一个企业等。工业4.0、智

能制造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

是，面对客户需求的变化，企

业如何适应和跟上这一快速的

变化，如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

求，这是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

点。

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发生改变

在过去，消费者追求的更

多是性价比、产品功能、耐用

性等功能诉求；而今天，年轻

的消费者不仅仅关注功能性诉

求，而且关注内容、服务、参

与度、社交体验、分享与交流

等体验诉求。消费者的需求已

变化，我们的供给能否跟上消

费者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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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需要面对不确定

性快速做出反应

美国的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对智能制造有一个理解。就是

如何实现差异性更大的定制化服

务、更小的生产批量、不可预知

的供应链的变更。把这三个标准

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制造企业如何

面对不确定性，在外界环境发

生变化时，如何能够快速地、

实时地、精准地做出反应。这

背后的体现的是一种能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出

口基地，过去一个外贸服装订

单量可以达到百万级，后来订

单量下降到了十万、五万级，

今天服装的外贸订单最小批量

只有3000件左右，线下订单达

到1500件、线上达到380件。

但同时，订单的交期从过去的

一年、半年、三个月进一步压

缩到15天，有些品牌厂商15

天交期产品的比重已占所有产

品的15%。而具备15天交期

能力的代工厂，其单件产品的

议价能力比大规模生产厂家高

出30%。对于智能制造和数字

化转型而言，其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解决小批量、多品

种、短交期的问题。

商业和制造系统的复杂性

商业和制造业变得越来越

复杂，这个复杂性至少可以从

两个维度去观察。第一，产品

本身越来越复杂。过去，仅仅

是一个机械产品，现在变成了

智能互联的产品，产品增加传

感器、通信模块、计算模块、

软件等，产品变得越来越复

杂。第二，需求变得越来越复

杂。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定

制到个性化定制是一个不断演

进的过程。当需求变得很复杂

的时候，给企业研发、设计、

生产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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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革命】

数字化转型，本质是两场

革命：工具革命和决策革命。

人 们 去 一 个 地 方 可 以 选

择步行、可以开车、可以乘飞

机，这叫工具，工具决定了能

走得多快；但是，离目的地是

不是越来越近，还取决于你的

决策是否正确。数字化转型本

质上就是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

我 们 可 以 从 这 两 个 维 度

上观察和理解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从工具革命的维度看，自

动化的工具提高了体力劳动者

和脑力劳动者的效率，传统的

机器人、机床、专业设备等传

统工具正升级为3D打印、数

控机床、自动吊装设备、自动

分检系统等智能工具，传统能

量转换工具正在向智能工具演

变，大幅提高了体力劳动者效

率；同时CAD、CAE、CAM等

软件工具提高了脑力劳动者的

工具效率。从决策革命的维度

看，企业内部 EPR、CRM、

SCM、MES等通用软件和自

研软件系统，通过不断挖掘、

汇聚、分析消费者以及研发、

生产、供应链等数据，基于数

据+算法构建一套新的决策机

制，替代传统的经验决策，实

现更加高效、科学、精准、及

时的决策，以适应需求的快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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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革命：从能量转换工

具到智能工具

马克思在几百年前就说过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

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

本家的社会”。马克思也说

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划分，原

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这种时代的划分，不在

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进

行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资

料生产。

2 0 0 4 年 为 了 制 定 《 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

2020）》，我们组织开展了一

个课题研究，叫“中国信息战

略研究”，这个研究成果集结

成一本书《信息社会：概念、

经 验 与 选 择 》 （ 2 0 0 6 ） 。

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劳动

工具的差异将人类社会划分

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我们定义工业社会

最重要的工具叫做能量转换

的工具，蒸汽机、内燃机、

纺织机等都是能量转换的工

具 。 信 息 社 会 是 什 么 工 具

呢？信息社会的工具是在传

统工业社会能量转换的工具

基 础 上 ， 增 加 了 传 感 、 通

信 、 计 算 、 处 理 等 智 能 模

块，能量工具转变成为一种

智能工具，如智能机器人、

数控机床、AGV小车等都是

在能量转换的基础上加载了

传感、控制、优化等智能要

素。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在 过 往

的几百年、上千年，人类信息

传播工具的演变：从过去的

狼烟、驿站、旗语、邮局、电

报、电话到互联网；生产加工

工具的演变：从手工、机床到

数控机床、在线数控机床。

过 去 工 厂 里 面 传 递 信 息

是通过文档，设计师们用纸、

笔等工具画出汽车、飞机的几

何外形；后来通过模型来传递

信息，将几何模型、工艺模

型信息等都完全加载，用二维

CAD、三维CAD来设计汽车和

飞机，到后来基础模型的企业

（MBD）等。无论是体力劳动

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通过新

的工具，提高了生产、研发效

率。

【决策革命】

什么叫决策革命？

用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

在比特的汪洋中重构原子的运

行轨道。就是通过在Cyber空

间重建物理世界，对采集的信

息进行处理、加工、优化，将

优化的结果反馈到物理世界，

再去优化物理世界。信息物理

系统建设就是在比特的世界中

构建物质世界的运行框架和体

系，是以数据自动流动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这种决策将更加

的高效、更低的成本、更加的

精准和更加的科学。

决策革命：基于数据+算

法的决策

决 策 革 命 简 而 言 之 就 是

基于数据+算法的决策。“数

据+算法=服务”实现分四个

环节：一是描述，在虚拟世界

描述物理世界发生了什么；二

是洞察，为什么会发生，事物

产生的原因；三是预测，研判

将来会发生什么；四是决策，

最后应该怎么办，提供解决方

案。

在上述的描述、洞察、预

测、决策之后，可能都需要人

来参与决策，但是人参与决策

越来越少，而系统参与的决

策越来越多。就好像无人驾

驶一样，从开始完全依赖人

的驾驶到最后无人驾驶。我

们在Cyber空间找了一个代理

人，把人们对汽车驾驶运行

规律的认知装载到软件系统

等去感知、优化、控制、执

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优化

资源的配置效率。正是因为

我们构造了一种新的改造和

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在开发

汽车、飞机、高铁等产品的

时候，研发、生产效率都会

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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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

决策是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从基于经验的决策到基于数据

+算法的决策，是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基本模式。天猫联合玛

氏、雀巢等多家一线品牌，联

合建立新品创新中心，基于数

据和新商业逻辑，洞察新品机

会、提高研发效率，3 C、服

装、美装、电器等新产品研发

周期大幅缩短。

【数据的自动流动】

“数据+算法”背后的支

撑：数据的自动流动

决策革命是基于数据+算

法，那支撑数据+算法的背后

是什么？是数据的自动流动，

即正确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以

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和

机器。

青岛红领作为一家个性化

定制服装企业，有些企业高管

参观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没

有想象中一排排机器人、先进

的数控机床、先进的生产线以

及忙乱而有序的AGV小车，看

到的是一排排的工人在用手工

的方式加工衣服，是一个典型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场景。

有人说他跟富士康没有区

别，不是没有区别，而是根本

就比不上富士康，富士康的自

动化生产线、切片机、机器人

是非常先进，红领跟富士康有

什么不同呢？

我 们 认 为 自 动 化 分 为 两

种。一种自动化是生产装备自

动化，叫做看得见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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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定义成工具革命，数控机

床、机器人、立体仓库、忙碌

而有序的AGV小车。还有一种

叫做看不见的自动化，数据流

动的自动化，把正确的数据在

正确的时间传递给正确的人和

机器，或者定义成决策革命。

当你采集一个人上身的18个部

位，22个指标之后，这一个

指标首先自动生成一个适合这

个人体型的一个版型，自动生

成一个数控机床的加工指令，

自动生成200个工序的加工工

艺，定制化生产跟规模化生产

相比，其复杂度、面临的不确

定性远远地超出几个量级。

当 面 对 一 个 定 制 化 生 产

的时候，系统变得极其地复

杂，需要非常多的决策，每时

每刻、每个人所面对的加工

对象、工艺、方法都会发生变

化。定制化生产的核心在于，

如何能够把数据在正确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

人，以数据的自动流动化解复

杂系统的不确定性。

基于文档的信息流到基于

模型的信息流

我 们 把 这 一 模 式 概 念 拓

展到一般生产场景，当企业采

集了客户的数据之后，这些数

据就会在企业经营管理、产品

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

过程控制、产品测试的每一个

环节里去流动。我们要思考的

问题是在数据流动的每一个环

节，是不是可以没有人去参

与。过去信息的流动是基于文

档的流动，我们的企业通过传

真、e-mail、excel表、U盘、

光盘、打电话、开会、自己

开发工艺程序、编写软件等各

种方式传递信息。今天，我们

所要追求的是，数据能够在企

业内部流动过程中，不需要人

的参与可以实现信息的自动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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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本质】

软件是实现数据自动流动

的核心

数据的自动流动，正确的

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

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器，

正确与否的核心是软件、是算

法、是模型。软件是一系列按

照特定顺序组织的计算机数据

和指令的集合，本质是事物运

行规律的代码化，作用是构建

数据流动的规则体系，是指导

甚至控制物理世界高效、有序

乃至创造性运转的工具，是工

业和商业技术体系的载体，也

是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的结

晶。无论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

程，还是牛顿的三大规律，都

是我们认识这个物理世界的方

式。我们把规律模型化、模型

算法化、算法代码化、代码软

件化，再用软件化去优化物理

世界。我们构建了三个世界，

物理世界、意识世界、数字世

界。

“数据+算法”构造了我

们认识这个世界新的方法

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因发展了复杂化学体系中的多

尺度模型，颁给了三位美国科

学家马丁·卡普鲁斯、迈克

尔·赖韦特和亚利耶·瓦谢尔

因。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就是

构建了一个做实验的方法论，

做化学实验的方法论，这个方

法论就是在计算机中做实验，

它实际就是“数据+算法”的

另一种的表现形式。

过去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

做实验，现在有一部分实验可

以在计算机里面去做。对于制

造业也是一样，过去飞机从立

项到交付需要近十五年，现在

只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因为人

们构建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改造

世界方法论。高铁可以通过虚

拟的高铁在虚拟的京沪线上跑

起来，来测试高铁运行中选择

电流、电压、噪音、稳定性、

可靠性等，通过在虚拟世界的

快速迭代，构造了一个改造和

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

叫模拟择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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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大迁徙时代】

今天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

云和工业互联网概念的背后是

什么？是我们正在迎接一个新

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就是体

系架构大迁徙的时代。

基于云架构的大迁移

伴 随 着 工 业 技 术 和 信 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系统的

需求、生产流程、业务逻辑的

复杂性逐渐增加，对信息系统

的响应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

商业和制造系统复杂性的持续

增加，基于传统IT架构解决方

案的基本思路是在原有业务系

统升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

业务系统，即“系统+系统”

模式，面临业务系统“烟囱林

立”、复杂臃肿、迭代缓慢、

交付低效等挑战，业务系统响

应能力呈线性增长，越来越难

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制造系统。

我 们 今 天 讨 论 工 业 互 联

网、工业云，我们讨论边缘计

算、时间敏感网络等概念都在

描述一件事情，我们在构造一

个新的架构体系，我们可能正

在迎来一场历时20年的技术架

构体系大迁移时代，这场迁移

5年前已经开始，会在未来15

年结束。这是一场基于复杂经

济系统需求牵引的技术架构大

迁移，我们商业系统、制造系

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

性，来自于产品本身、来自于

客户需求、来自于全球化、来

自于供应链、来自于世界政治

经济环境的变化。

今 天 我 们 需 要 重 新 构 建

这个架构就是基于云计算架构

体系，基于云架构实现各业务

系统和解决方案的云化迁移，

我们需要构建一整套基于云架

构的软件体系、商业模式、咨

询服务、运维体系，使大量数

据、模型、决策信息平台化汇

聚、在线化调用，系统之间实

现互联互通操作，实现了业务

系统的功能重用、快速迭代、

敏捷开发、高效交付、按需交

付，即“系统之系统”模式。

伴随着制造系统的复杂性增

加，新的业务系统通过对原有

业务系统模块的充分调用、部

署实现快速上线，系统响应能

力指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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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转型1.0到数字

化转型2.0

架构体系的迁移推动了企

业数字化转型从1.0迈向2.0，

如果说，数字化转型1.0是基于

传统IT架构的信息化管理，那

么数字化转型2.0就是基于云

架构的智能化运营；数字化转

型1.0是管理导向，数字化转型

2.0是创新导向；数字化转型

1.0的核心是业务数字化，数字

化转型2.0是数据的业务化；数

字化转型1.0是实现消费端数字

化，数字化转型2.0是供给端数

字化；数字化转型1.0是局部数

字化，数字化转型2.0是全链路

数字化；数字化转型1.0是流程

驱动，数字化转型2.0是数据驱

动；数字化转型1.0是基于硬件

和软件的交付，数字化转型2.0

是数据+算法提供了赋能；数

字化转型1.0是产品经济，数字

化转型2.0是结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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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重构】

数字化的逻辑殊途同归：

数字孪生的世界

可 以 设 想 一 下 ， 未 来 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信

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什

么？或者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数字化的终极版图是什么？从

未来看现在，我们今天所看到

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等技术，

都是未来数字化终极版图的一

个碎片，ICT技术发展及应用

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把这个

碎片化的模块拼一个幅完整版

图过程，我们都是拼图人。

那 么 ， 形 成 的 最 终 图 景

是什么呢？是数字孪生。我们

不断地把碎片化物理世界数字

化后，在Cyber空间构造成一

个碎片化的数字孪生体，然后

把这个碎片化的孪生体拼成一

个完整的数字孪生体，直至构

造一个数字孪生的世界，从数

字孪生的心脏、数字孪生的飞

机、数字孪生的建筑到数字孪

生的城市，我们都走在构造数

字孪生世界的大道上。我们将

在比特的世界中重建原子的世

界，将在比特的世界优化原子

的世界，数字孪生的世界在未

来20年将经历三个阶段：局部

的数字孪生、静态的数字孪生

和动态的数字孪生。

深度融合：体系重构的

新阶

以 互 联 网 、 云 计 算 、 大

数据等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带来了体系的重

构，形成了以数据驱动、软件

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

智能主导为特征的制造业新体

系。在过去的两三百年的时间

里，制造业不变的追求是：制

造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

和客户的高满意度。新的体系

对于制造业来说，带来什么样

的变化呢？带来了谁来生产、

生产什么、用什么工具、以什

么方式、在哪儿生产的改变。

生产者由单纯的生产者转

变为产销者（Prosumer），

消费者越来越深度地参与了生

产的全过程；生产产品由功能

产品演进到智能互联产品，无

人汽车、智能硬件等产品层出

不穷；生产工具由从能量转换

工具到智能工具，3D打印、数

控机床广泛应用于制造；生产

方式从“试错法”到“模拟择

优”，从实体制造到实体虚拟

融合，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的

技术正不断应用，体现一种新

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生产地点由集中向分散转变，

网络化制造、分享制造正是这

一过程的体现。

转型：从思维转变开始

面对数字化转型大变革，

企业如何转型？企业思维需要

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以不确定

性应对不确定性。面对需求的

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以数据+

算法的策略应对不确定性，需

要摒弃冗余思维、静态思维，

走向精准思维、动态思维。二

是以增量革命构建新型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把软

件、设备、流程优化、管理变

革最终都要转化为企业的新型

能力。这是数字化的出发点，

也是落脚点。三是从产品制造

商到客户运营商（Customer 

Operator），制造企业应成为

一个工业产品提供者，通过

产品与客户建立一种“强关

系”，能成为24小时在线，

了解、预测、满足客户需求的

“客户运营商”。今天，企业

数字化转型2.0时代已经到来。

来源：CIO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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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供应链成本为什么难以下降

库存成本降低了，首先，

缺货成本会增加。其次，采购

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会

增加。采购成本与采购的数量

应该是直接成正比关系的。采

购的数量越大，采购的优惠就

越多。另外，任何一家供应商

都有最低采购量的限制。当供

应商的最低采购量是我们两个

月的需求量时，采购部应该怎

么办？

企业的供应链成本主要包

括：

o采购成本；

o生产成本；

o仓储成本；

o运输成本；

o库存成本；

o缺货成本；

o质量成本；

o管理成本。

各公司经过多年的管理改

善，上述的单项成本已经做到

了最大程度的降低。现在，供

应链成本管理的难度在于，我

们不光要建立起降低各单项成

本的管理方法，更难的是各单

项成本之间的平衡。我们经常

会发现，企业的某些单项成本

是降低了不少。但是公司的供

应链总成本反而是不降反升。

这又是为什么呢？

采购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一 个 企 业 的采购成本降

低了，质量成本可能会增加。

这一点，大家应该并不难理

解——购买便宜材料的最大风

险是什么。

生产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生产成本是指为生产产品

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生产

费用，包括各项直接支出和制

造费用。

1. 直接支出包括直接材料

(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

件、燃料及动力等)、直接工资

(生产人员的工资、补贴)、其

他直接支出(如福利费)；

2.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内

的分厂、车间为组织和管理生

产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分

厂、车间管理人员工资、折旧

费、维修费、修理费及其他制

造费用(办公费、差旅费、劳保

费等)。

生产成本要想降低，就要

增加一定量的库存成本。原材

料库存备的越充分。生产线临

时调产的频率就越低，加班的

量就越少。成品库存的适当储

备，生产线的效率就会有所提

高。

仓库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首先，仓储成本包括：

o保管费

o仓库管理人员的工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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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费

o折旧费

o租赁费

o维修费

o装卸搬运费

o管理费用

o仓储损失。

仓储成本降低了，缺货成

本可能会增加。仓库运作更易

出错(收错货、发错料、数据不

准)，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另

外，采购成本也会增加，因为

采购的数量大不了。

运输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运输成本降低了，库存成

本可能会增加。一个月的需求

量是一次运输好，还是分多次

运输好？另外，运输成本降低

了，运输的时限、按时率、损

耗率等都会受到影响。导致销

售的成本会增加。

库存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库存成本包括哪些内容？

库存持有成本具体可分为运行

成本、机会成本、利息成本、

和呆滞成本。

1、运行成本主要是指仓

储成本。

2、什么是机会成本？企

业因为要持有一定的库存而丧

失了流动资金所能带来的投资

收益，即为库存的机会成本。

3、利息成本是指有时企

业通过借款来获得库存。如果

库存物品给公司带来的收益低

于贷款的利息。期间的差额就

是利息成本。

库存成本降低了，首先，

缺货成本会增加。其次，采购

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会

增加。采购成本与采购的数量

应该是直接成正比关系的。采

购的数量越大，采购的优惠就

越多。另外，任何一家供应商

都有最低采购量的限制。当供

应商的最低采购量是我们两个

月的需求量时，采购部应该怎

么办？

对 于 生 产 线 来 讲 ， 单 一

产品生产的数量越少、换产的

频率越高，其生产的成本就越

高。

缺货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缺货成本应该分原材料的

缺货成本和成品的缺货成本分

开来讨论。

o原料的缺货成本

原材料的缺货成本包括：

(1)停车待料的损失(生产

线的每日固定分摊费用)；

(2)因缺料导致的追赶工期

的加班费用；

(3)紧急采购的额外费用

(空运费用)；

(4)安全库存额外增加的费

用等。

o成品的缺货成本

成品的缺货成本包括：

(1)销售推迟到下一期的额

外费用；

(2)销售订单取消的损失；

(3)客户的丧失成本；

(4)开发新客户的额外成本

显然，缺货成本降低了，

库存成本就有可能增加。

质量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首先，什么是质量成本。

质量成本是指企业为了保证和

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而支出的

一切费用，以及因未达到产品

质量标准，不能满足用户和消

费者需要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质量成本=预防成本+鉴定

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外部损失

成本

1、预防成本是为减少质

量损失和检验费用而发生的各

种费用，是在结果产生之前为

了达到质量要求而进行的一些

活动的成本，它包括质量管理

活动费和行政费、质量改进措

施费、质量教育培训费、新产

品评审费、质量情报费及工序

控制费；

2、鉴定成本是按照质量

标准对产品质量进行测试、评

定和检验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是在结果产生之后，为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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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否满足要求进行测试活

动而产生的成本，包括部门行

政费、材料工序成品检验费、

检测设备维修费和折旧等。

3、内部损失是指产品出

厂前的废次品损失、返修费

用、停工损失和复检费等；

4、外部损失是在产品出

售后由于质量问题而造成的各

种损失，如索赔损失、违约损

失和“三包”损失等。

要想降低质量成本，采购

成本和生产成本就要增加。也

就是说，免检的原材料价格不

会是最便宜的。生产线的设备

越先进，出现质量问题的可能

性就越低。当然，设备成本就

要增加。

管理成本降低了，哪些成

本会增加？

管理成本应该包括工厂内

非第一线员工(车间、仓库员工

除外)及管理人员的工资及福利

待遇、培训费用、软件费用、

行政后勤费用等。

一般来讲，外资企业的管

理费用要比民营企业的高。

一个企业的管理费用如果

降的不合理的话，另外其他几

项成本费用都有可能会增加。

总 之 ， 对 于 企 业 的 高 层

来讲，今天的供应链的成本管

理更像是在水池里按住多个葫

芦和瓢。困难的是我们按下这

个瓢，却起来了那个葫芦，甚

至起来了更多的葫芦，重要的

是建立好供应链系统，统筹思

考，做到优化设计。

来源：精益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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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银行供应链金融发展的5个支点

现今是大数据的时代，数

据将会提升金融行业的运作效

率，驱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而 由 数 据 驱 动 的 供 应 链

金融是基于供应链核心客户所

提供的财务信息，交易相关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核心客户及

其交易对手或客户的采购、销

售及存货等信息）和其他第三

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海关、

商检、物流、第三方支付等信

息）。

银 行 可 实 现 全 流 程 动 态

风险管理及线上化作业的综合

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因此，它

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以下五大支

点：

1、数据来源的真实性

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是数

据驱动的供应链金融的基本要

求。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数

据来源真实可靠、二是数据传

输安全有效、三是数据来源的

多样性、四是数据来源的持续

性。

传统供应链金融是以客户

提供的静态财务数据为主，加

上交易流水、合同发票、人行

征信和税务等简单数据支持。

在这个模式下，银行风险依然

存在。

要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就 应 结

合具体业务场景搭建供应链平

台，通过各种渠道引入各类关

键数据，包括几类：

一是财务数据，主要是核

心客户及其上下游客户的基础

财务数据。

二是交易数据，主要是核

心客户和上下游客户的交易相

关的订单数据、商品数据、物

流数据、支付数据等。

三是行为数据，主要是核

心客户及其上下游客户的征信

数据、税务数据、法律数据、

舆情数据等。

四是验证数据，主要是第

三方渠道提供的查册数据、认

证数据、溯源数据等。通过特

定产业的具体应用场景内的海

量数据积累，保证数据来源的

真实性。

2、基于数据化的风控体

系

风险管理是金融企业永恒

的主题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不论是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

公司，还是商业保理公司或者

科技金融公司等所有金融机

构，其业务逻辑或者风险管理

要求本质无较大差别 ，都是

要兼顾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

和效益性，只是各自所面对客

群、金融产品、风险偏好存在

差异。因此，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是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首要

工作。

数据化风控体系包括三个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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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数据的风险管理子系

统的建立，即前面所说的数据

来源真实性、

二是数据的逻辑关系或算

法子系统的建立，即如何通过

科学的算法确保数据之间的逻

辑关系与实际场景内的交易关

系相匹配。

三是基于数据的风控模块

化管理或风控模型子系统的建

立，即如何结合实际场景把风

险管理按业务发生的路径或顺

序进行流程化和模块化设置。

通过数据和算法的运用实现数

据化风控体系的搭建。

3、基于数据化的人才资

源

“打铁还需自身硬”，懂

数据和金融的复合型人才或专

业团队是开展数据驱动的供应

链金融的基石。除商业模式本

身的创新外，人才发展战略也

是金融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

一，如何应对新技术和新模式

带来的人才需求的转变，规划

符合企业自身人才发展战略的

最佳实践路径成为金融科技企

业要面对的难题。

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7

全球金融高科技调查中国概

要》指出，中国有71%的金

融机构受访者认为招聘人才比

较困难。据全球招聘顾问公司

Michael Page发布的《2017中

国薪资和就业报告》，目前国

内金融科技人才总缺口达150

万。在这么大的缺口之下，中

小银行很难实现转型升级。

针对这一难题，中小银行

需要努力联合各方资源，理论

结合实践，加速培养金融科技

复合型人才，帮助自身构建金

融科技人才的选、用、育、留

体系。

4、供应链金融的生态伙

伴

生态圈对供应链金融的持

续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数据

供应链金融中的生态伙伴主要

包括四大群体：

一是企业客户，如供应链

头部企业、上下游客户、电商

平台、供应链公司、物流公司

等，此类群体主要掌握客户和

交易数据；

二是金融机构，如银行、

互金平台、租赁、保理、基

金、信托等金融机构，此类群

体主要掌握资金和金融市场数

据；

三是官方机构，如法院、

海关、税务等，此类群体主要

掌握客户的行为数据；

四是科技公司，即 掌 握

ABCD等技术的科技企业，此

类群体主要掌握的数据的搜

集，处理和分析工具。

从数据驱动的角度而言，

这四大群体，应该是相互依赖

的共生关系，共同构成数据供

应链的完整生态圈。

5、基于数据化开放的系

统管理

国内商业银行现处于数据

资产化、产业化和生态化的起

步阶段，且银行运用大数据技

术以描述性数据分析为主、预

测性数据建模为辅，以自身交

易和客户数据为主、外部数据

为辅。

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不断开

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必然会

面临以客户为代表的日益增加

的外部数据，相较商业银行内

部数据而言，外部数据在信息

涵盖范围与数据标准方面均不

可避免地与商业银行内部数据

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供应链金

融业务的开展形成阻碍。

通过数据化开放的系统管

理，建立一整套的数据标准转

换规则，实现内部数据与外部

数据的无缝对接，有助于供应

链金融业务开展的高效率与资

金的精准投放，与数据驱动下

的供应链金融相辅相成。

来源：融合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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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区块链贵阳进行时

2019年10月24日，将成

为中国区块链发展史上一个重

要里程碑。这一天，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

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最高层

的高度重视，让区块链一跃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词。

这 个 里 程 碑 ， 在 贵 阳 区

块链生态圈一石激起千层浪，

让沉寂多时的区块链从业者兴

奋不已，像迎接新的春天般雀

跃。

他们的这种心态，缘自区

块链这几年从波峰到波谷再回

波峰，他们在贵阳也经历了曲

折的心路历程。

在别人未醒时起步，在行

业低潮时坚守

要看贵阳区块链发展，必

须放在全国的大背景下。

有关区块链的应用，最初

始于比特币。比特币创造的暴

富神话，一度让区块链被“神

化”。后来，随着各类代币发

行（ICO）融资活动打着区块

链旗号风行一时，ICO圈钱问

题层出不穷，区块链又被“妖

魔化”为圈钱工具。

尤其是在2017年9月4日国

家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

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

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之后，

人们往往谈区块链色变，随时

都不忘提醒一句“小心被圈

钱”。曾经拼命蹭区块链热度

的，这时开始用力撇清和区块

链的关系。自此，区块链发展

进入长达两年多的低潮期。

贵阳的区块链，正是在这

一大背景下起步发展而来。

2016年，在区块链还位居

“神坛”未被大众普遍认知的

时候，贵阳成为国内率先认识

到区块链价值、最早行动起来

的城市。

经过近半年酝酿，2016

年12月31日，贵阳市在全国率

先发布首个区块链白皮书——

《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

皮书，正式开启政府引导推动

的区块链技术发展应用探索。

2016年12月31日，贵阳

市在全国率先发布首个区块链

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提出了“主

权区块链”“绳网结构”等创

新理论，分析了区块链的应用

基础，明确了发展思路，提出

了涵盖政用、民用和商用的区

块链应用场景。它是贵阳实践

区块链的宣言，也是贵阳向全

社会发出的“英雄帖”，广邀

各界人士参与到贵阳区块链发

展中来。

在顶层设计上先行先试，

贵阳市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统筹

区块链发展的专职机构——贵

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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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由市领导亲自挂帅统

筹协调推进贵阳区块链发展和

应用工作。

随后，贵阳在推动区块链

发展上动作频频。

联合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在贵阳共同组建“区块链技

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专攻

研发主权区块链技术平台；整

合校、企、社、政多方资源，

成立区块链应用技术学院；组

建贵阳区块链技术与应用产业

联盟，打造区块链研究与应用

产业生态；出台《关于支持区

块链发展和应用的若干政策措

施（试行）》，编制《贵阳区

块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正 是 在 别 人 未 醒 之 时 起

步，率先启动区块链发展按

钮 ； 在 I C O 风 行 之 时 保 持 清

醒，坚持区块链守正创新发

展；在行业发展跌入低潮后毅

然坚守，贵阳区块链才孕育出

了后来的“果实”。

2019年5月21日，贵阳信

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所

贵阳分部）牵头在贵阳组建区

块链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应用场景陆续落地，主权

区块链平台成熟

在区块链技术刚起步的时

候，贵阳率先展开双臂拥抱区

块链，给区块链应用提供生长

沃土，吸引了回国创业的贵阳

人柴荔。

2016年5月，柴荔在贵阳

成立贵阳翼帆金融科技有限公

司。当年10月，贵州脱贫攻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揭牌，启动

总规模达3000亿元的脱贫攻坚

投资基金。瞄准解决扶贫过程

中各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贵

阳翼帆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在贵

州省有关部门支持下，启动精

准扶贫+区块链的系统设计和

开发。

2017年年中，贵州脱贫

攻坚投资基金区块链管理平台

投入使用，成为全国第一个落

地的民生领域区块链项目、全

国第二个落地的区块链应用场

景。

“ 通 过 这 个 平 台 ， 扶 贫

资金行政审批流程全部上链，

资金审批每一个步骤都有迹可

循，每一个环节都责任到人，

实现了扶贫资金从审批到拨付

全流程透明使用、精准投放和

高效管理。”贵阳翼帆金融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柴

荔告诉记者。

自这个项目开始，贵阳区

块链示范应用场景在政用、民

用、商用领域不断涌现。

贵 州 优 易 合 创 大 数 据 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

“政府数据共享区块链应用平

台”，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了

数据交易过程中数据确权、追

踪溯源和数据违规使用过程中

难以取证和维权的问题。

贵 州 远 东 诚 信 管 理 有 限

公司研发的“身份链”，应用

于清镇市诚信管理平台，实现

了诚信足迹全流程上链存证，

助推了清镇的诚信建设，入选

2018年全国“可信区块链十大

案例”。

布 比 公 司 基 于 区 块 链 底

层平台研发的“壹诺供应链金

融平台”，有效提升了供应链

金融产业内资产资金的流转效

能。

贵 州 航 天 云 网 科 技 有 限

公司建设的“贵州工业云”平

台，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企业

正常使用云服务，推动了实体

经济发展。

云 码 通 数 据 运 营 股 份 有

限公司推出“数财通”“数建

通” “数旅通”三款有区块链

技术赋能的产品，分别提供了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管理与流动

性支持解决方案、数字化基建

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数字化旅

游生态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2019年8月30日，贵州省

版权登记中心揭牌，著作权人

在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上实名

注册后提交作品，即可获得区

块链技术版权存证证书。

贵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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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无钥签名区块链技术应

用于大数据安全、政务服务、

智慧城市、供应链管理、版权

保护等诸多领域，通过传递诚

信价值，为政府和企业在转型

升级中赋能，无钥签名区块链

技术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中心发布的《2018 年中国区

块链产业白皮书》。  

……

值得一提的是，肩负研发

主权区块链技术平台的区块链

技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在贵

阳市大力支持下，这两年也取

得了丰硕成果。

联合实验室从2017年5月

向开源社区提交第一行代码一

路走来，已研发出开源区块

链基础组件RepChain1.0预览

版，和基于此基础组件开发的

享链BaaS云平台2.0版，以及

享链盒子和其他基于享链生态

开发的一系列应用。

“享链BaaS云平台是一个

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基于这

个平台可以一键式创建主权区

块链底层服务，快速构建区块

链应用。而且这个平台是开源

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供区

块链应用研发者使用。”贵阳

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

所贵阳分部）常务副院长、区

块链技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常

务副主任陈峰告诉记者。

享链BaaS云平台在2018

数博会上发布

进入规范化发展，信步挺

进新蓝海

四 季 兴 替 ， 时 间 滚 滚 向

前，无论快步亦或缓行，贵阳

区块链都正在进行时。

2019年有两件事，将对贵

阳区块链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第 一 件 事 始 于 今 年 初 ，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2月15日施行后，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开始对境内区块链

信息服务依法依规开展备案审

核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了两

批备案工作，发布了506个境

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备案

编号。贵阳有4家单位的4个区

块链服务成功备案。

按照《区块链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从事区块链信息服

务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必须尽快

履行备案义务，并在其对外提

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

等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

此举将有力规范区块链信

息服务活动，促进区块链技术

及相关服务健康发展。贵阳的

区块链信息服务，也将迎来新

一轮的大浪淘沙，步入更加规

范化的发展。

5月27日，2019数博会

“区块链：数字文明的基石”

高端对话举行，与会专家围绕

区块链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化转型中扮

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未来

区块链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应用

走向等话题进行讨论。

第二件事在10月底，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

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深刻阐明区块链技术在

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的

重要作用，对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精神，在贵阳市有关部门

和区块链行业中引发热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信心、

鼓舞人心，对区块链行业是一

剂“强心针”，也是一支“催

化剂”，将推动区块链走出低

谷，进入爆发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改变了很多人对区块链的认

识，包括以前不理解我做区块

链行业的家人朋友，现在都特

别支持。”贵州远东诚信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祥表示，

通过学习讲话，看到了很多区

块链应用场景的研发方向，未

来发展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话，是一次面向社会大众的

区块链科普，让大家重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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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区块链，以后愿意去用

区块链，对区块链企业非常利

好。”贵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售前总监李万恒告诉记

者，近期已经有以前对区块链

不感兴趣的客户，现在向他表

达了希望深入洽谈的意愿。

北 京 联 合 天 成 网 络 公 司

产品运营总监张国东也表示，

“以前因为ICO事件带给区块

链的负面影响，企业推广区块

链应用常遇到阻力。随着中央

高层关注区块链，大众对区块

链的认识提升，以后企业推

广区块链技术和应用会容易得

多。”

“ 作 为 区 块 链 从 业 者 ，

今后要做更多接地气的区块链

知识科普，研发更多能让对老

百姓看得到用得着的区块链应

用，帮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区

块链。”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软件所贵阳分部）项

目经理吴玉海说。

“贵阳市科技局将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

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发挥科技管理部门的

职能作用，在推动区块链标准

研究和推广、构建区块链产业

生态等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促进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

融合，使区块链技术在贵阳

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贵阳市科技局局长付涛

表示。

最 高 层 对 区 块 链 的 高 度

重视，让社会大众从正面重新

认识了区块链。从官方媒体

到自媒体，都在大力科普区块

链，区块链热度空前。天时地

利，区块链迎来“史上最强风

口”，贵阳区块链从业者们

也摩拳擦掌。大家从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寻找新

方向、新机会，信步挺进新蓝

海。

贵 州 远 东 诚 信 管 理 有 限

公司将围绕公共医疗卫生、智

慧交通等领域研发新的区块链

应用。贵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将结合贵州特色产业，

在食品安全领域做更多区块链

应用。云码通数据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将把“数财通”“数建

通”“数旅通”三款应用推广

到贵州更多市州。贵阳翼帆金

融科技有限公司将用好与南京

市政府共建的中诚区块链研究

院的研发成果，推出更多区块

链应用，同时用好基金，孵化

更多以区块链技术场景为核心

的企业。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联

合实验室将继续参与推进区块

链标准研制，推进贵阳区块链

测试中心筹建，推进更多区块

链应用场景落地……

“经过这些年在区块链底

层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上的积

累，随着中央高层关注推动区

块链技术发展，贵阳区块链将

迎来爆发式增长。”贵阳信息

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所贵

阳分部）副院长吕亚洲表示，

希望政府部门加大支持力度，

推动贵阳在区块链领域再发出

最强音。

贵阳区块链应用场景观

察：

区块链技术“背书”诚信

农民免担保贷款

清镇市农民刘锋胜今年尝

到了诚信的甜头。

他 开 办 的 炉 具 厂 ， 每 年

秋冬来临前都需要投入流动资

金扩大生产，但他农村的房屋

没有产权证，无法用于抵押贷

款，往年他都是借城里朋友的

房产证办贷款。今年8月，他

仅凭自己的诚信农户身份，就

贷到了30万元。

刘锋胜能拿到这笔诚信贷

款，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背

书”。

去年9月，清镇诚信共享

平台引入贵州远东诚信管理有

限公司研发的区块链应用“身

份链”，将诚信信息采集、流

转全流程上链存证，确保链上

的诚信信息真实可信。有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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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背书”的诚信信

息，共享给各行业领域使用，

既让诚信个体享实惠，也让用

信人放心。

清镇诚信共享平台上的诚

信数据，为清镇市金融机构提

供了有效的风险控制信息，让

他们能放心向农民发放诚信贷

款。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管理平

台，清镇运用完整的诚信信息

管理办法，可以有效为普惠金

融提供风控数据支持

贵 州 清 镇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客户经理罗庆告诉记者， 8月

21日他接到刘锋胜的贷款请求

后，到清镇诚信共享平台查询

了刘锋胜诚信信息，录入银行

信贷系统后，很快就得出了可

给刘锋胜的授信额度，当天就

办理了贷款。

“如果没有政府平台上的

诚信数据，放这笔贷款之前，

我需要去做很多调查，走访了

解他的生意情况、资产情况、

在工商税务的记录情况等，不

仅我要走的工作流程多，他也

需要提供很多材料。”罗庆

说。

“以前办担保贷款要花半

个月到20天，这次办诚信贷

款，当天申请当天就拿到了贷

款资金。”刘锋胜告诉记者，

由于投入生产及时，今年他的

火炉抢占了市场，销售情况很

好，“将好好维护自己的诚

信，以后需要流动资金会首选

诚信贷款。”

“身份链”的应用，让清

镇农村诚信创业人员也享受到

了创业贴息贷款。

“按照贴息政策，创业人

员要想获得国家贴息贷款，必

须提供反担保。”清镇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小额贷款担

保中心主任王建国告诉记者，

过去通常采用的两种方式，由

国家事业单位的正式在编在岗

人员提供担保，或者提供能在

市场上交易的固定资产作担保

抵押，农村创业人员都比较难

达到。

有了清镇诚信共享平台的

“身份链”“背书”，清镇出

台措施，对诚信创业人员采取

了免担保或降低担保门槛的措

施。

“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

银行的作业流程，提高了创业

贴息贷款的放款速度。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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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到放款的时间，从以往的

平均10到15个工作日减少到了

5到7个工作日。”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镇市支

行行长王飞跃说。

据 王 建 国 介 绍 ， 去 年 以

来，通过清镇诚信共享平台，

已有114名诚信创业人员获得

创业帮扶诚信贷款，总金额达

925.7万元，兑现落实贴息资

金28.38万元。

“ 没 想 到 还 能 获 得 无 息

诚信贷款，对我创业帮助很

大。”经营清镇市水老虎饮用

水配送项目的李江表示。

随着区块链技术推动清镇

诚信建设走向深入，清镇群众

的诚信意识也不断提升。“现

在大家都说，穷可贷、富可

贷、不讲诚信不能贷，村民们

的守信行为大大提高了。”清

镇市百花社区鲤鱼塘村支书曾

雷说。

据 贵 州 远 东 诚 信 管 理 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清镇远东科

技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介

绍，当前，清镇全市38万农

民、12万市民的身份ID和诚信

信息，以及全市2万余家小微

企业、百余家单位的诚信信息

均已上到“身份链”。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发挥好区块链技术在清镇诚信

建设中作用，在农产品溯源、

医疗卫生、志愿服务等领域推

出更多应用场景，让老百姓在

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诚信带来的

更多便利，通过推进诚信农民

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清镇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诚信办常

务副主任张箭表示。

贵阳区块链应用场景案例

观察：

数字版权登记“上链”

给著作权第一时间保护

基 于 区 块 链 技 术 的 数 字

版权登记平台，音乐创作人张

超获得了全新的著作权保护体

验。

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

日起产生，为了留下音乐是自

己创作的证明，张超过去用了

很多办法。

“早期用的办法比较笨，

听说法院认邮局的邮戳，就把

创作完成的作品刻成CD，通

过邮局给自己邮寄一份，收到

后不拆封，一直存着。”张超

告诉记者，从2005年开始他把

作品寄到国家版权局登记，从

2017年开始就近在贵州省版

权局登记，但线下登记用时较

长，拿到作品登记证书需要两

三个月时间。“在等待证书时

间里，为了稳妥，曾几次将歌

曲发行延期。”

去 年 8 月 底 ， 在 贵 州

省 版 权 局 的 指 导 下 ， 国 家

“十三五”“互联网+”重大

文化产业工程项目——CCDI版

权云自主研发的贵州省版权登

记平台上线，这个平台基于贵

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无钥签名区块链技术，提供数

字版权存证与登记服务，改变

了传统版权登记成本高、用时

长、资料提交不便捷等弊端，

即时存证，1-10个工作日完成

登记审核，全程线上操作并可

颁发电子证书。

自此，张超的音乐作品登

记从线下转到线上。截至今年

11月5日，他已有44首音乐在

这个平台做了版权登记。

每次一提交完音乐作品相

关信息，马上就能免费得到一

份由贵州省版权登记中心发放

的区块链技术版权存证证书。

一首音乐作品交纳35元费用，

7天左右就能得到由贵州省版

权局发放的作品登记证书。

“ 拿 到 作 品 登 记 证 书 的

时间缩短了，以前要等两三个

月，现在只要几天。费用也降

低了，以前登记一首音乐需要

200元到300元，现在只要35

元。”除了这些改变，新增的

区块链技术版权存证证书也让

张超称赞不已。

版权存证证书上记录的作

品存证时间精确到分秒，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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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块链技术赋能，这个时间

戳和作品内容不可抵赖和不可

悄然篡改，可作为对创作完成

时间的最早有效记录。

“以前曾遇到过还没拿到

作品登记证书时，自己的作品

被人抄袭，但是无法有力举证

自己先于别人完成。区块链技

术版权存证，可以给著作权第

一时间保护，边创作就可以边

存证，不必为还没拿到作品登

记证书而心慌，耽误音乐制作

发行。”张超表示。

湖 北 当 图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司法人李林艳也对贵州省版

权登记平台上的区块链技术版

权存证赞不绝口。“以前我们

在其他版权登记平台登记一件

作品，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

产品往往会错过市场机会。

当我们发现贵州省版权登记平

台可以快速免费做区块链技

术版权存证，就用了起来。它

能第一时间把我们的著作权保

护起来，我们的PPT模板一设

计完就存证，然后迅速放到网

上。”

据 她 介 绍 ， 截 至 目 前 ，

湖北当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PPT模板，已在贵州省版权登

记平台上注册了1万多件区块

链版权存证证书、6千多件作

品登记证书。“在最近的一起

维权案件中，公司凭借注册的

区块链版权存证证书、作品登

记证书，赢得了一审胜诉。”

贵州省版权登记中心主任

刘明旻告诉记者，贵州省版权

登记平台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用

户的认可和使用，截至11月5

日上午11时许，平台上的区块

链版权存证量已超4.2万件、

作品登记量已超3万件。“技

术的革新，推动贵州省办理的

作品登记量比往年增长了百余

倍。”

区块链知识“课堂”

一文看懂区块链

什 么 是 区 块 链 ？ 区 块 链

有什么用？如何客观认识区块

链？一文带你看懂。

对于区块链的概念，《贵

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

中这样定义：区块链是将数据

区块以时间顺序相连的方式组

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并

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

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共有三种类型：公

有链、联盟链、私有链。公有

链面向全世界任何人。联盟链

又叫许可链，只针对某个特定

群体的成员和有限的第三方。

私有链只对单独的个人或实体

开放。当前应用最多的类型是

联盟链。

区 块 链 有 什 么 作 用 ？ 区

块链最根本的作用，是解决了

数据可信的问题。这是由区

块链技术具有的分布式数据存

储、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

追溯、可信任等特性决定的。

基于此，随着区块链的广泛应

用，将帮助构建起一个全方位

互信的社会。

未 来 随 着 区 块 链 的 发 展

和应用场景的丰富，我们将能

轻松享受到这些便利：我们的

各种证件在区块链上公证后，

变成所有人都信任的东西，可

以轻松证明“我妈是我妈”。

我们的病历信息在所有医院都

有存储，再去看病，不用换个

医院就反复检查，可以节省时

间和开销。我们买到的商品，

能查到它从生产到流通环节全

过程，可以吃得放心、用得放

心……

现 在 ， 我 们 处 理 涉 及 实

物的社会活动中还需要在“上

链——下链”之间切换，因而

可信性受限依然很大。贵阳信

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

所贵阳分部）副院长张金芳认

为，未来“块数据+区块链+空

间块”三块合一构建起的可信

空间，将成为孪生城市建设中

除通信、三维数字化之外又一

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实现社会

活动孪生的必需设施。

如何客观认识区块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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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士认为，区块链技术有它

的独特优势，但它也不是万能

的。区块链技术也还有需要改

善加强的地方，就当前而言，

区块链分布式共识的响应效率

不够快，是其必须改进的。这

个技术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

接影响未来区块链应用进入千

家万户后的使用体验感。

写区块链  用区块链

这次采写区块链稿件，我

们也用了一回区块链产品。

因 为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 贵

州省版权登记平台目前可以免

费做区块链技术版权存证，我

们也将这组《区块链贵阳进行

时》报道稿件，拿去做了版权

存证，获得了一份由贵州省版

权登记中心发放的区块链技术

版权存证证书。

通过这次尝试，第一次感

觉到区块链离我们这么近。尝

试之后发现，这个平台非常适

合有著作权保护需要的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规定，我国公民的著

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自

动产生，不论其是否发表。

利 用 区 块 链 技 术 版 权 存

证，可以帮助大家轻松证明

“这个作品是我在这个时间完

成的”。

在 贵 州 省 版 权 登 记

平 台 （ 网 址 ： h t t p : / / b q d j .

zhongyunwenhua.cn），用户

将图片、视频、文档、音频等

任何格式的作品上传平台，填

写相关资料后，无钥签名区块

链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

成对作品的时间存证。完成存

证的作品，可以得到一份区块

链技术版权存证证书，并可以

在平台快速实时验证和证明其

作品的完整性、原始性。

有了区块链技术版权存证

证书，不仅能轻松帮大家证明

在什么时间对什么内容进行了

存证，还能助大家日后快速申

请由贵州省版权局发放的作品

登记证书，开展后续维权，享

受作品授权等服务。 

    来源：天眼新闻http://jgz.

app.todayguizh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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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银行踩下刹车，刚刚，央行突然出手！

叫停ETC联名卡，央行联

手银保监会正式出手！

就 在 昨 天 ， 两 大 部 门 联

合下发通知，直指近期以来各

大银行疯狂办理的ETC乱象，

明确叫停银行ETC联名卡的发

行，并特别要求发卡行抓紧时

间批量关停“相关小额免密免

签服务”。

因为交通行业联合银行发

行的ETC联名卡，就是近期频

频曝出“车主被盗刷”事件的

主角，正是由于银行默认自动

开启小额免密功能，造成众多

用户无端资金损失。

而这还只是银行为了抢夺

ETC车主曝出的乱象之一，故

意排挤微信支付宝、搭售信用

卡、虚假宣传、“未通过先扣

款”、为“拉客”坐收佣金，

甚至有些银行做起了生意，他

人未申请过的车牌号都被注

册……

对此，央行全都看在眼

里，通知中对这些问题均给出

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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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北京银保监会公

开建行因“借贷搭售”严重违

规被罚款30万，金额事小，传

递的信号却非常明确：其他银

行再不收手，必将被严惩！

免费办理ETC分明是一桩

好事，为何到银行这里就出乱

子了呢？

今年5月份，国家正式发

布通知，要求今年年底前，基

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同时各省ETC安装率要

超过80%，实现不停车快捷收

费，彻底改变高速公路逢年过

节就拥堵不堪的现状。

微信、支付宝第一时间做

出响应，引导用户足不出户办

理ETC。各大银行随后蜂拥而

至，硬生生将这一惠民工程做

成了新的风口。因为在银行眼

里，全国2.4亿汽车保有量中，

有近1.5亿还没有安装ETC，背

后对应的就是1亿多新用户，

其中不少还是高净值人群。

“ETC大战”因此一触即

发，一时之间，所有银行倾巢

出动，ETC办理数量如同“纪

念币销售”一样，也被当做指

标逐级摊派到银行员工身上，

在各大银行营业网点、高速路

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场的地

推都是常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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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指标，银行员工更

是全家上阵，ETC推广长期霸

占朋友圈，“一人在银行，全

家都很忙”已是常态。

小 区 门 口 支 起 桌 子 ， 拉

起横幅，备好小礼品，是车就

拦住看有没有ETC也是稀松平

常。

湖北武汉某高速收费站出

口处，银行工作人员甚至穿着

稽查字样的背心拦截车辆推广

ETC。

山 东 济 南 一 高 速 收 费 站

路旁，两家国有银行的员工因

ETC营销而大打出手。

甚至有银行员工在论坛里

称：“为了完成ETC指标，我

去买了辆车。”

即便如此也完不成指标怎

么办？

吉 林 一 国 有 大 行 网 点 被

曝光“不办理ETC就不给批贷

款”；征信有逾期记录的人

如果办ETC，信用卡可以开绿

灯；有中介专门做起了“拉

客 ” 生 意 ， 一 晚 上 就 能 赚 2

万，一些征信不良的黑户、甚

至法院失信被执行人都能通过

银行信用卡申请……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真

是细思极恐，作为整个金融系

统的“压舱石”，银行风控一

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三

银行“饥不择食”的背

后，是真的急了！

伴随着持续放缓的业绩

增长，银行面临赚钱压力的同

时，也要面对不良率的不断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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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卡经过前几年的

疯狂增发，绝大多数银行不良

率都不好看。央行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

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高达838.84亿元，环比增长

5.19%。要知道，2010年这个

数字才76.89亿元，9年时间信

用卡的逾期总额翻了10多倍，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程

度。

与此同时，在微信、支付

宝的多维竞争下，传统银行已

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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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仅国有六大

行便减员3.4万人，大幅超过去

年全年的2.8万人，光是“宇宙

行”半年减员就超过1万人，

还不包括农行将1.46万名柜员

调转至营销服务岗位。

 曾经被奉为“金饭碗”的

银行，如此猛烈的人员变动，

超过所有人的意料。

 但这都是几十年一成不变

的巨无霸转型的必经之路，终

于不再只盯着20%大客户的银

行们，从余额宝身上清晰的看

到了中国最广大老百姓才是金

融行业的未来。

四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国 家 下 达 铁 命 令 推 广

ETC，是我国高速公路史无前

例的巨大变革，高速公路堵车

的日子，很快将一去不复返。

传统银行也开始主动求

变，他们或许从未像今天这般

将普通老百姓看的如此重要，

这都是时代进步的真实写照！

同时，这也是广大收费

员和银行员工的迟暮。ETC的

全面普及，意味着8成以上收

费员将消失；银行开始顺应潮

流，站在微信、支付宝的身后

以退为进，还会有更多的银行

柜员下岗。

    来源：https://mp.weixin.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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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 中国大数据市场预测与展望数据

预计未来三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仍将保持

3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1年，中国大数据

市场规模将达到4920.3亿元。从产品结构来看，

软件产品和应用服务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数字

经济、智慧城市和平安城市等建设需求的火热，

将拉动大数据市场的新一轮增长。与此同时，大

数据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将持续推动大数据在

金融、电信、工业和健康医疗等领域的融合应

用。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南、华北和华东将继续

领跑，除既定的8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外，安

徽、福建和广西等地也均在加速布局数字经济，

持续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赛迪顾问整理了《2019-2021年中国大数据

市场预测与展望数据》，对我国的大数据市场做

了数据解析，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及增长预测

预计未来三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仍将保

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1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4920.3亿元，增长率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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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品结构预测

未 来 三 年 ， 随 着 各 地 数 字 经 济 和 新 型 智

慧城市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以及大规模物联

网终端的落地使用，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将带

来丰富的数据分析和应用需求，政府、金融、

电信和工业等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和智能分析应

用将迎来新一轮增长。与此同时，各类大数据

相关基础软件和平台软件的销售量也将随之提

升。

三、中国大数据市场区域结构预测

未来三年，区域结构的总体格局基本保持不

变。到2021年，中南、华北、华东仍将是占比最

大的区域，合肥、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上

海和北京等省市将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步伐，

其区域云化水平将持续提升，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发展将持续推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将加速落地，引领大数据产业持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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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大数据市场行业结构预测

未来三年，互联网仍将是大数据应用的重点

领域；在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政府大数据应用

将持续火热，智慧城市、平安城市、互联网政务

等建设需求的旺盛，将推升对政务服务、政府治

理和民生服务等建设的需求。金融大数据和电信

大数据两大传统领域的应用需求随着5G技术和金

融科技的落地将持续火热。工业大数据和健康医

疗大数据作为两大潜力发展领域，随着政府和资

本投入力量的增强，其市场规模和占比均将逐步

提高。

五、中国大数据细分市场预测

（一）大数据软件

预计到2021年，中国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

将达1731.9亿元，未来三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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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服务

未来三年，随着数字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

各类大数据服务均将快速发展，到2021年，大数

据服务市场规模将达3188.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33.8%。

转载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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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说明述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数字和数

据鸿沟背景下，数据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中日

益重要的作用。数据驱动的经济为创造财富和应

对发展挑战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引发了与数据

隐私和安全、跨境数据流动、市场集中度和税收

等相关的各种潜在关切。若想将这些机会和挑战

转化为包容性贸易和发展，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

级作出适当的政策应对。本说明最后提出了成员

国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二

届会议上决定的一系列指导问题。

导言

1. 在2008年6月4日至8日和25日及26日举行

的第六十五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贸易和发展理

事会决定，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

组第三届会议的重点应是，数据在电子商务和数

字经济中的价值和作用及其对包容性贸易和发展

的影响。

2. 不断发展的数字经济的特点是，出现了一

个基于平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这种产

品和服务是通过物联网的广泛与持续的测量和数

据收集而发展起来的，包括来自用户数据以及来

自充斥着传感器的工厂自动化系统和无处不在的

互联网连接的用户设备的数据。这就产生了“大

数据”池，这些数据池可以被挖掘和分析，以找

出本来隐藏不显的模式和相关性。其结果可被输

入到某些系统中，这种系统使用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和自动化决策以升级系统元素甚至整个系

统。由阿里巴巴、亚马逊、苹果、Facebook、谷

歌、微软、SAP、腾讯等公司运营的平台，已经

将大数据作为商业模式的核心。

3. 通过使用数字技术获得的数据，如果得

到有效分析并转化为智能，就能提供新的知识、

创新和利润来源。例如，收集到的关于平台用户

和在线消费者行为的详细数据可使平台所有者能

够创新并提供新的、更好的和(或)定制性更强、

可货币化的产品和服务。数据分析还可用于支持

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进

展。

4. 然而，获益并不是自动的，有很多与数据

驱动的发展相关的问题。监管机构、监管人员和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对安全、隐私和个人数据的所

有权及其使用影响表示关切。此外，对数据的日

益依赖，再加上强大的网络效应，可以让控制数

联合国：数据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中的价值
和作用及其对包容性贸易和发展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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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公司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力量，从而增加市场

支配地位和反竞争行为等风险。

5. 随着贸易日益数字化，跨境数据流动对国

际交易越来越重要。受数字化影响的活动不仅限

于在线贸易和供应链协调，还包括利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信通技术）将更广泛的活动纳入单一系

统，从而使价值链日益由数据驱动。

6. 在此背景下，本说明第一章探讨了数据在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第二

章论述了数字和数据相关鸿沟。第三章讨论了数

据的价值。第四章探讨了数据隐私和安全、市场

集中度等具体挑战以及对增加政府收入的影响。

第五章探讨了关于数据保护、对跨数据流的监管

以及竞争和税收政策等问题的政策与监管影响。

第六章侧重于与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能力

建设方面的可能需要，第七章最后提出了一套指

导问题。

一、数据在数字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7. 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作为数据流的替代

值，过去二十年有了显著增长。

1992年，全球互联网网络每天流量约为 

100GB。十年后，全球互联网流量达到每秒100 

GB。到2017年，由于互联网流量内容质和量的

变化，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已飙升到每秒45,000 

GB以上。到2022年，每秒的速度是150,700 GB, 

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预计将是2007年的75 倍。

8. 数字经济的一个新内容是云中大量数据的

聚合。数字化使得数据能够从工业和社会的各个

角落流出，不仅来自生产线内置的传感器，而且

来自电表、安全摄像头、客户服务通话记录、在

线点击、销售点登记、社交媒体上的状态更新和

帖子回应（例如“喜欢”）。对于公司跨部门的

竞争力和扩张而言，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变得至关

重要。制造商和出口商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 

不仅因为它们已经将业务活动数字化，而且因为

它们使用的支助服务需要获得数据，例如航运和

物流、零售分销和金融。

9. 向云计算的转变可被视为电信、企业和社

会之间关系方面出现的一种阶跃变化，其原因是

处理能力、数据存储和传输速度大大提高，同时

价格也大幅下降。例如，1GB存储容量的平均成

本从1980年的40多万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0.02

美元。用户可以在需要时随时访问可缩放的弹性

数据存储库和计算资源。

10. 云中计算资源和数据存储的外部化和汇

总可使数据能够被大量汇集和分析，还降低了小

型企业获取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的成本，而不需

要开发内部信息技术技能。基于云的应用程序可

以为公司提供一种方便的方式，将其业务和管理

集成到跨多个站点和设备的现有应用程序中。

11. 物联网涉及的是将连通范围从人和组织

扩展到物体和设备。目前，传感器以低成本嵌入

机器人和生产设备，以及嵌入操作员可穿戴设

备、工业车辆、建筑物、管道和家用电器。能够

持续传输小量数据的传感器价格不断下降，而且

能耗要求低，促成了这种可能性。无线传输允许

远程设备轻松地连接到更大的系统。由于数据是

从系统中多个来源和多个点实时连续收集的，因

此可以积累大量数据。在这方面，大数据的主要

特点是大量、速度和多样。

12. 物联网设备发送需要在云中存储和处理

的信息，并简化流程和信息流。根据一个估计， 

到2030年，将部署大约5,000亿台物联网设备。

13. 数据在经济中日益重要，提出了与数字

和数据鸿沟对包容性贸易和发展的影响相关的各

种问题。这些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二、数字鸿沟

14. 发展中国家行为体受益于日益由数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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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能力，受到它们以负

担得起的方式获取和使用信通技术的能力的影

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这些领域仍然存在重

大差距。

15.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信息，2018 年年

底，全球人口中有 51.2%在使用互联网。因此， 

世界人口中略少于一半处于离线状态。在最不发

达国家，不到 20%的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发达

国家，这一比例超过 80%。

16. 数字经济可以使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

业更多地进入市场和提高生产力。然而，许多

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

区的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没有准备好参与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 

并从中受益。它们面临的障碍包括：获得负担

得起的数字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机会有限、支付

解决方案、贸易物流、技能、消费者和数据保

护以及数字创业融资。数字鸿沟的另一个方面

是，大多数数据中心设在发达国家。贸发会议

的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指数说明了各国在准

备从事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差距（表 

1）

17. 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为女企业家提供了

新的机会，以加强她们的业务，提高她们的成

效。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由于缺乏识字、技

能、机会、资源和其他因素，“性别数字鸿沟” 

将女企业家排除在数据驱动经济的机会和利益之

外。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性

别差距更加明显。2017 年，全世界使用互联网

的妇女比例比男子低 12%，而在最不发达国家，

只有七分之一的妇女使用互联网，而男子只有五

分之一。

18.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数字化，青年是连

通和在线平台的驱动力。全世界约71%的青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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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由于数字化，社交媒体和电子贸易的使用有

所增加，在线风险的程度也日益增加。青年的创

造力和创新将商业思想转化为包容性贸易和发展

的解决方案，但他们的成就取决于从事体面工作

的现有机会。年轻人被视为“数字原生代”。然

而，他们不一定具备抓住数字经济中出现的就业

机会所需要的技能。

19. 数字鸿沟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的：获取

和负担能力不足，缺乏技术和数字技能，包括在

数据分析方面，缺乏相关内容或当地语言内容， 

以及安全问题。因此，数字化的重大挑战之一是

实现包容性，使任何人都不会落在后面。解决这

些鸿沟对于实现包容性贸易和发展目标至关重

要。除非妥善处理，否则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

数字和与数据有关的鸿沟将会扩大，加剧现有的

不平等。如第六章所述，这将需要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作出重大的能力建设努力，包括技能

培养。

三、数据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中的价值

A. 数据货币化

20. 在日益广泛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

门中，数字数据正在成为决策、生产过程、交易

和关系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数字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数据将与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包

括互联网的运作、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更加

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21. 大数据正在为分析、价值创造和人工智

能的应用打开大门。可从大数据中“挖掘”洞察

力，使可以获取数据并可进行进一步分析的企

业、政府机构和个人或组织能够作出基于数据驱

动的决策。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对商业和社会动态

的理解达到新的水平。

22. 一旦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数字数

据的价值就会产生。在已经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

下，全球数字平台通过汇总和分析数据来创造价

值。然后，可以各种方式将这一价值货币化：

(a) 可以利用平台用户数据提供有针对性的

广告服务（例如Google、Facebook）。

(b) 物联网和传感器的数据可用于支持创新

和提高供应链效率（例如，卡特彼勒、劳斯莱

斯）。

(c) 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利用从其平台卖家和

买家那里收集的数据，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或提

高使用这些平台的费用（例如eBay、Jumia、 

Amazon）。

(d) 作为一种服务，公司可以出售或出租在

数据驱动经济中运行所需的基础设施或软件（例

如 AmazonWeb 服务）。

23. 虽然一些数字平台可免费提供许多服务

和产品，但消费者和用户最终的付出是，向公司

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提供关于其位置、偏好、人

际关系和个人习惯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有时是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正是这种知识才能被货币化。

24. 就获得竞争优势而言，数据是非常宝贵

的。这就是为什么平台提供商往往乐于提供服

务，以换取数据而不是金钱。在数字经济中，也

存在着数据的集中流动。可以区分原始数据供应

者（例如Facebook的用户）产生的原始数据、数

据公司（Facebook）产生的增值数据产品和数

字产品的消费者。然后将数据反馈给用户，并出

售给寻求作广告的公司。因此，全球数据价值链

正在形成，但除非制定适当的政策，否则许多经

济体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这一价值链的低价值部

分，并日益依赖核心平台所有者。

25. 全球公司的数据货币化可能对发展中国

家产生影响，包括收入损失和未征税、全球平台

的市场力量增强（见第四章）、滥用个人数据的

可能性、一国内部托管的发展不足、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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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广告市场等等。

B. 利用数据可能带来的发展利益

26. 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帮助管理或解决重

大的全球问题，协助创造新的科学突破，促进人

类健康，提供实时信息流(例如，关于疾病爆发或

交通状况的信息流)， 监测自然系统，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以及支持商界人士、 决策者和民间社

会的决策。

27. 大数据支持可持续发展有不同方式，特

别是与移动技术相结合的情况下。例如，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开采了大量关于土壤特性的数据， 

以帮助确定肥料需求和提高生产率。例如，布里

奇国际学院使用大数据和算法来加强五个发展中

国家的幼儿教育和初级教育。

28. 有了以云为基础的(随需应变)的服务， 

数据收集和分析变得更加廉价。小公司能够租赁

基于云的按用量付费数据服务，而不是购买昂贵

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以及雇佣内部数据分析师。

四、数据驱动经济的挑战

A. 隐私与安全

29. 建立在线信任对于抓住电子商务和数字

经济的机遇至关重要。数据处理是其中的一个核

心内容。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个人数据是推动

许多在线商业活动的一种资源。使用这些数据的

方式会引起人们对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关切。最近

一些具有政治影响的著名案件在2018年加剧了这

些担心。

30.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益普索集团与贸发

会议和互联网协会合作进行的 2018年互联网安

全和信任调查显示，人们对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

日益感到关切。在25 个经济体的受访者中，超

过一半比一年前更关心自己的网上隐私。在中东

和非洲，感到“更关心”的比例从 55%上升到 

61%。与前一年相比，北美近一半互联网用户更

关心自己的在线隐私；79%的人表示，互联网公

司是他们焦虑加剧的主要原因。

31. 各国对互联网的信任各不相同。在许多

大型新兴经济体中， 例如，中国 (91%)、印度

(90%)、印度尼西亚(88%)、巴基斯坦(87%)和墨

西哥(84%)，最大比例的互联网用户表示，他们

信任互联网。相比之下，日本和突尼斯的相应比

例低于 60%。

32. 不同的隐私概念和多种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会造成紧张关系。个人关心其隐私权和能

否安全与信任地使用在线服务；政府关心国家安

保和安全；企业关心合规负担和可能阻碍创新和

贸易的法规。在发展中国家，对数据隐私的关切

也将增加，在这些国家，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

台的使用正在迅速扩大。

33. 物联网设备的使用带来额外的隐私和安

全问题。这些装置可记录家庭、工作场所和(或)

公共场所的音频、视频/图像以及地点和活动， 

以协助定制广告，协助个人生活，或帮助公司或

政府改善商品或服务。如果这种信息被滥用或

落入坏人手中，这种信息收集会对个人隐私构成

风险。即使是传输有关机器数据的设备，如用于

诊断目的的发动机运作信息，也可能泄露个人信

息，例如一天中使用汽车的时间和所到之处。许

多物联网设备缺乏传统的用户界面，这意味着往

往不具备通常的通知和选择过程（即消费者同

意）。

34. 启用互联网的设备也引起安全问题，因

为它们收集敏感信息，并且越来越多地嵌入我们

的周围环境。因此，对怀有恶意的人来说，它们

可能是有吸引力的目标，要么用来非法收集信

息，要么用于非法用途，要么操纵设备(例如刹

车或汽车转向)。快速廉价地销售物联网设备的

竞争，以及简便的设置，可能意味着生产商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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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交付时对安全方面的关注不够。因此，物联网

设备有时缺乏简单的程序以更新软件，修补发现

的安全漏洞。近几年来，数据泄露事件呈上升

趋势，2017 年达到创纪录水平。据报告，其中 

80%以上发生在北美。 例如，2016年，黑客利

用启用互联网的家庭摄像头和其他物联网设备的

安全漏洞，进行了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使

美利坚合众国大部分互联网临时减速。

35.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公

司、组织、政府和个人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保护

在线数据和设备。将私人通信网络、工业系统和

公共基础设施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这使它们容易

受到黑客攻击、身份盗窃或盗窃其他个人和金融

信息、盗窃甚至工业间谍和破坏等伤害。为找到

防止这些威胁的适当保护措施，需要所有利益攸

关方共同承担责任。

B. 数字平台的市场集中

36. 数字平台的主要特点是对数据的依赖， 

其部分市场力量来自它们有能力收集、处理和分

析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用于经济活动的数字情

报。因此，它们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这

种数字智能是控制数字经济大部分价值的关键

资产。不管是谁控制了平台，也就控制了分销渠

道，这可以给予主导平台(以及数据)的所有者优

势信息，从而给予它们巨大的市场力量。

37. 在以平台为基础的行业（如亚马逊、阿

里巴巴、谷歌、优步、Facebook、微信），网络

效应给了先行者和标准制定者，其所见到的胜者

全得规律可能加剧产业基础的两极分化。此外，

与获得同样资源和技术的其他方相比，更有能力

利用新技术（例如收集和分析数据并将其转化为

商业机会），将日益提高从数字经济中累积而来

的竞争力和利益。人工智能的使用预计将突显少

数几家已经能够利用数据获取能力的公司的强大

市场地位。

38. 除了数据和网络效应之外，垄断趋势可

能来自路径依赖规律，使数字平台能够锁定用

户。数字平台公司还可以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或

提供辅助技术和服务的创新公司来提高其市场地

位。就谷歌而言，该公司进行了230多次收购， 

有时每周一次。通过与其他业务领域的纵向整

合，数字平台可以超越竞争对手，对它们施加不

利的条款和条件或不合理的价格。几个全球数字

平台的市场力量日益增强，这反映在不同的衡量

标准上，例如流量、市场估值、利润或知识产权

收入份额。例如，世界上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

中，有7家是数字公司。

39. 主要数字公司在市场上收购新来者的趋

势以及建立市场领先地位(最好是在国际范围内)

所需的大量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公司充分利

用数据驱动经济而言，构成相当大的进入障碍。

缺乏购买力、风险投资、互联网用户和技能都是

制约数字数据创造价值的因素。

40. 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有一些风险需要考

虑。例如，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瞬

时性和（或）个性化的价格歧视，即根据消费者

的行为、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需求以及支付意

愿， 进行实时价格调整。在相似习惯的购物者

先前数百万次购买的背景下，对购物和采购历史

进行分析，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高水平的详细信

息，可以削弱消费者的议价能力。

来源： 数字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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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中国物联网市场预测与展望数据

预计未来三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仍将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9年中国物联网市

场规模将达到17555.5亿元。从细分市场结构来

看，传输层的比例仍然最大，但增速稍慢，仅快

于支撑层；平台层与应用层在未来几年都将保持

快速的增长。传统企业转型、政策环境的持续优

化，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都

成为驱动中国物联网市场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未来，中国的物联网市场将会得到巨大的发展。

赛迪顾问整理了《2019-2021年中国物联网

市场预测与展望数据》，对我国的物联网市场做

了数据解析，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及增长预测

预计未来三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仍将保

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1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26251.3亿元。

二、中国物联网市场层级结构预测

未来三年，传输层依旧位居最大份额；随

着大规模地方性物联网政策的落实陆续完成，支

撑层增长速度放缓；而随着各领域市场需求的释

放，平台层、应用层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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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物联网市场产品结构预测

未来三年，产业结构的总体格局基本保持不

变，到2021年，硬件销售仍然占据最大比重，硬

件企业仍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四、中国物联网市场应用结构预测

未来三年，智能工业依旧是最大物联网应用

领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互联网行业的稳定增长

和相关行业对于物联网的较高认可程度。另外，

智能安防、智慧电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

慧物流、智能家居等领域的物联程度将会持续提

升，成为未来三年中增速较高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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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物联网细分市场预测

（一）智能工业

未来三年，随着物联网行动方案的持续实

施，各行业物联网投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的持续发展，智能工业市场将依

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21年，中国智能工

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679.6亿元。

（二）智能安防

未来三年，智能安防市场将会随着人们对于

自身生活、工作，以及居住环境的重视而增长迅

速。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实施，各公司对该领域

的持续投入，以及面部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

别技术的发展，到2021年，中国智能安防市场规

模将达到400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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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电力

泛在电力物联网将会随着智慧电力越来越受

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而持续发展，同时也会因为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完善。预

计到2021年，中国智慧电力规模将会达到4108.5

亿元。

来源：CCiD赛迪https://www.ccidgroup.com/sdgc/15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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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票据市场的七大业务

票据在市场中流转时，我们往往只知道怎么

操作日常交易，却对整个票据市场不太了解。其

实，承兑汇票从开出到承兑之间，有七种市场可

以操作。

1.票据承兑市场

承兑是指票据付款人承诺在票据到期日支付

票载金额的行为，是汇票特有的票据行为，主要

目的在于明确汇票付款人的票据责任。

承兑的本质是经营信用，由出票人通过申请

银行开具由银行或者企业自身承兑后的商业汇票

给收款人。

在承兑的过程中商业承兑汇票基于企业自身

经营和信用状况的好坏，而银行承兑汇票实现了

商业信用增信为银行信用。

票据承兑业务的主要作用

一是票据承兑满足了企业之间的短期资金支

付需求，通过签发票据获得了交易的延期支付，

减少了对营运资金的占用，相对于贷款融资可以

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加快了企业的周转速度和商

品流通效率。

二是票据承兑业务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低

成本资金，尤其适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根据央行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小企业作为出票

人已占票据融资余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有助于推

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是票据承兑成为银行优化资产结构的重要

工具，不仅可以带来手续费，还通过需要企业缴

纳承兑保证金增加流动性存款等。

2.票据贴现市场

票据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合法持票人（即贴

现申请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

一定利息并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银行的票据行为，

是银行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实际是一

种间接贷款的关系，贴现是与商业信用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贴现的利率一般低于同期的流动性贷

款，能够为企业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低成本资

金。

票据贴现业务的主要问题

一是合规性风险突出。当前虚假贸易背景、

融资票、包装票等通过票据中介掌握的小型商业

银行（承担贴现行职责）进入银行间市场，给后

续的流通带来了诸多隐患。

二是信用风险形势严峻，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和比率持续“双升”，在经济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的过程中，产生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中小企

业生存发展的经济环境较为严峻，使得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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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链趋紧，到期债务履约能力存疑，并有资金

链断裂和票据逾期的现实风险，给贴现业务的办

理带来了诸多困难。

3.票据转贴现市场

票据转贴现包括买断式和回购式两种。其

中，买断式转贴现是指金融机构买入其他金融机

构（转出方）已贴现的、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的

票据行为。

回购式转贴现是指金融机构（卖出回购方）

将其持有的已贴现的票据以不改变票据权利人的

方式向其他金融机构（买入返售方）申请贴现，

回购到期后卖出回购方按票面金额向买入返售方

购回票据的融资行为。

4.票据再贴现市场

票据再贴现是指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

向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贴现，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银

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行为。

再贴现是中国人民银行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

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之

一，它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筹资成本，限制商业银

行的信用扩张，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且可以按

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有选择地对不同种类的票

据进行融资，促进结构调整。

5.票据创新市场

票据创新市场分为两块：一是票据产品创

新；二是票据形态创新。

（1）票据产品创新发展

目前的票据产品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

求突破。

一是票据衍生产品，银行可根据经营主体客

观存在的时点规模调节、规避利率风险等需求，

创新发展远期票据、票据期权等新型票据交易产

品。

二是票据组合创新，银行可利用票据与不同

类型信贷资产进行资产组合开展企业客户融资综

合创新服务或特色资产管理业务。

三是借助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寻求传统产品与“互联网+”的结合点，比如互

联网票据理财等。

四是加大与企业的多方位合作推出票据池业

务，票据池是指企业将连续多笔的应收票据汇聚

成池，并以一个整体质押给商业银行，作为授信

的担保，以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票据管理模式。

（2）票据形态创新发展

今年以来，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

究如火如荼。区块链本质上是指一个分布式可共

享的、通过共识机制可信的、每个参与者都可以

检查的公开账本。

数字票据是借助区块链技术，结合现有的票

据属性、法规和市场，开发出的一种全新的票据

展现形式，与现有的电子票据相比在技术架构上

完全不同。

它既具备电子票据所有功能和优点的基础，

又融合进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成为一种更安全、

更智能、更便捷、更具前景的票据形态。

与电子票据相比，系统的搭建和数据存储不

需要中心服务器，也不需要中心级应用，区块链

上数据的完整性、透明性和通过时间戳的可验证

性，对任何价值交换都可以追踪和查询.

同时，智能合约的形式使得票据在整个生命

周期中具备了可编程性和可控制性。据悉，央行

已启动数字票据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为发行数

字货币奠定条件。

6.票据经纪市场

票据经纪是指在票据市场中利用自身信息优

势，从事办理票据贴现、转让、交易及代理业务

的中介机构。

近年来，民间票据贴现业务迅猛发展，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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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民间票据中介已接近

6000家，成为票据市场不能忽视的重要角色。

据估算，目前经票据中介参与办理的直贴业

务量占全国直贴量的40%左右，参与转贴业务量

占全国转贴现量的20%左右，已经成为正规票据

市场之外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成为票据监管面

临新的挑战。

票据经纪的主要运作模式

一是信息中介模式，其业务重点是利用掌握

的不对称票源和需求进行票据交易信息服务、信

息撮合和信息咨询，主要利润来源为合作机构的

咨询费和佣金。

二是资金中介模式，从企业买入票据后，或

持有到期，或制作虚假贸易合同等向“合作”的

中小银行进行贴现，或将票据出售给其他中介或

企业赚取利差。

三是借壳交易模式，通过与中小金融机构合

作，控制汇票专用章、异地同业账户等，以银行

票据顾问等身份参与到银行的转贴现市场，甚至

出现中小金融机构与票据中介之间的“承包”行

为。

四是票据理财模式，由融资企业将持有票据

质押给相关制订的银行或者第三方托管机构，投

资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金借给融资企业并获取

投资收益。

7.票据评级市场

票据信用评级是指借助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实

现对票据的评级评估，将非标资产转化为具有可

量化属性的标的，进而为票据的直接交易提供便

利，也为票据市场的定价及风险防范提供基础依

据。

在票据评级领域，一方面票据市场缺乏专

业的评级机构，阻碍了票据标准化产品的创新推

进；另一方面评级机构对票据以及票据市场的

了解较为有限，缺乏专门针对票据市场的评级人

员。

来源：和合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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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0日，中国

移动“5G+工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

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出席并致

辞。

王新哲强调，5G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方

向，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关键支撑。加快推进5G

与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融合

发展，是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

制高点、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

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带动

基础电信行业转型升级、推

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

手，是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促

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举措。

王新哲指出，在政产学研

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

国“5G+工业互联网”开局良

好，网络改造初见成效，平台

建设蓬勃发展，行业覆盖日趋

广泛，融合应用深层次延伸，

产业生态蓬勃发展，安全保障

体系加快构建。

王新哲表示，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5G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

指示精神，加快推动5G和工业

互联网融合发展，夯实产业发

展基础，完善产业发展链条，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努力推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基础电信企业与工业企业

【导读】王新哲强调，5G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方向，工业互联网是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彭文生教授认为，新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它

对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发生。巴曙松：以协同创新为基础，设计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自由贸易“组合港”新型综合价值链，必然会是一个不断演化及创新的过程。王威：金融

启蒙是同时面向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理性认知提升过程。只有社会财富的增加，大众金融

素养和理财能力的提升，创业者和企业家广泛参与金融市场，金融的监管才具有实施对象，

社会的金融安全才具有现实基础。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可能带来风险，过于严格可能会抑制

金融发展甚至是实体需求，如何把握金融监管的平衡？美国等地金融监管中使用的有限牌照

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内地？Libra的出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哪些新挑战？陆磊的观点又是什么

呢？

王新哲：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
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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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合作，利用5G技术进行工

业互联网内网的设计、建设、

运维管理和应用集成，夯实工

业互联网网络基础。

二是推动关键技术研发。

完善“5G+工业互联网”融合

标准体系。加大对工业互联网

安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支

持力度，提高“5G+工业互联

网”安全防护能力。

三是加快产业生态培育。

培育一批优秀的解决方案供应

商，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体系，共同培育壮

大“5G+工业互联网”产业生

态圈。发展工业文化，弘扬企

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深化融合创新应用。

打造一批样板标杆，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试点示范。推动

新场景、新模式、新应用落

地实施，推动“5G+工业互联

网”由生产外围单点单环节应

用向生产体系中多层次融合集

成应用扩展。

五是促进多方合作共赢。

推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信息

通信设备商与工业行业跨界合

作，加强产学研协同，促进产

融合作，形成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

深度融通的良好态势。深化

“5G+工业互联网”领域多层

面国际合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有关负责人参加论坛。

来源：中国信通院CA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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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格局的

变化，过去二十年里的第一个十年（上世纪90年

代中期至2007年），人口红利是驱动经济增长

的因素，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断增加。第

二个十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人口红利在消

退，但金融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依靠地产和信贷

扩张支撑经济。未来十年，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消

退，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生产者对消费者

比例也将下降。金融周期从2017年开始进入下行

调整。

旧格局：人口红利与金融扩张

从金融周期视角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

美国和欧元区）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一轮金融周期

的下行调整，现在处在新一轮金融周期的上升阶

段。中国目前处于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期，过去

十多年依赖房地产和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持

续。

彭文生：数字经济能否“改写”宏观经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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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有两个概念：一是劳动年龄人口，

即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二是人口

年龄结构，即青壮年与单纯的消费者（老人和小

孩）的比例，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造成影

响，进而影响储蓄和投资，以及收入分配。就中

国而言，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发生。不仅劳动年

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也在下

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储蓄、投

资和资产估值。例如，主要经济体的生产者/消费

者比例与实际房价呈正相关。金融危机后美国的

实际房价有所反弹，但相较于人口红利高峰期还

有较大差距。从人口角度看，中国房地产的黄金

时期已经过去。

从人口结构与金融的视角总结过去几十年

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可以观察到：1950至

1970年间，育儿负担重，储蓄率低、自然利率

高，同时金融受压抑、财政赤字货币化，宏观经

济主要体现为通胀膨胀、金融稳定和贫富分化下

降，财政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而1980年

至今，属于人口红利阶段，储蓄率高、自然利率

低，同时金融自由化，银行信用扩张，通胀消失

了，但带来了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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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过去几十年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资产

泡沫、金融风险、贫富分化，一个思考未来如何

缓解的视角是：人口结构及公共政策这两个方面

对金融的态度，是否有影响宏观格局的新因素出

现？我认为新的因素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问题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解决传统金融问题的帮助有两个

方面值得关注：

一、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互联网、移动

通讯技术，以及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降低信息不

对称对金融信贷的约束，让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

务。

二、数字金融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大数据

的应用可降低信贷对抵押品的依赖，有助于减少

金融的顺周期性。

历史上我们对金融创新有过多次的期待，数

字金融能否在控制总量的情况下改善结构？我觉

得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

对流动性资产（或者说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

传统金融过度扩张有两个因素，即房地产作

为抵押品和政府信用担保。对抵押品依赖的降低

有助于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但新金融平台涉及

到公共政策问题——应该采取混业经营还是分业

经营。新金融平台导致的混业经营的主要风险是

把政府对银行体系和间接融资的担保延伸到资本

市场，增加金融的总量和顺周期性。

新金融平台的另一个风险是新型产融结合。

历史上，美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把产融彻底分

开，但新金融平台能否带来新型产融结合？新型

垄断产生新型关联交易，是否会侵害消费者权益

包括隐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格局：数字经济的崛起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数字技术被

广泛应用，对商业模式和经济环境产生了根本性

影响，由此产生的新经济体系，一般被称为“数

字经济”。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在微观

层面，一些数字经济活动的价值不是通过货币化

体现，所以难以纳入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

中，定量分析尤其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数字经济微观层面的一些规律性

认识出发，对其在宏观层面的含义作一些定性分

析，这对我们理解宏观经济和政策框架的演变有

帮助。

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有三个特征值得

关注：

一是大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微观经

济分析里，很多经济现象源自信息不对称，信息

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能提升



7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活动相比，规模效

应大。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

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是零。传统经济活动是

竞争性的或者说排他性的，数字资产具有非竞争

性特征，大家可以共享。

三是数字经济会带来无形资产垄断租金。数

字经济的规模和网络效应容易带来先发优势，容

易带来“赢者通吃”的局面，并在边际成本以上

定价，带来垄断租金。全球价值链也使得数字经

济时代无形资产“赢者通吃”效应在全球范围里

获得垄断租金，加大收入分配差距。

数字经济的这三个微观特征，引申到宏观

层面的具体含义是：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

题。大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包括劳

动力）使用效率，有助于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第二，信息对称所带来的

共享经济可以提升存量资本的产出。这降低了对

新增投资的需求，有利于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储蓄下降问题。第三，带来负面的结构影响，尤

其是收入分配加大贫富分化。

以上是数字经济的一些基本概念，从宏观来

讲，包括三个基本含义：

一、数字经济增加有效供给（有效劳动力

和有效资本供给）。这意味着增加储蓄、降低通

胀、降低自然利率。虽然结构性摩擦可能存在，

但从整体经济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供给

效率的提升，抑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物价和利率

上升压力。

二、数字经济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数字经济

环境下无形资产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垄断性，

相关的投资者获得的资本回报率高、关键技术人

员和管理者获得的收入高，一般资本回报（平均

利率）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则因为竞争增加受到

抑制。

三、上述特殊资本高回报率和一般利率低水

平在大类资产的一个体现是创新类或者数字资产

之间高估值和低风险利率的反差。过去四十年全

球范围内房地产高估值和低风险利率广泛受到关

注，一般观点是低利率（外生的）促进了房地产

高估值，但数字经济带来的供给（储蓄）增加和

分配不均意味着低利率和风险资产高估值具有内

生、共生的一面。

除了从实体层面讨论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

还要关注金融层面。在旧格局下，人口红利有两

个渠道促进房地产价格上升，即人口增长带来的

住房消费需求和储蓄增加带来的投资需求。房地

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虚高，可以称之为“理

性泡沫”，但从金融层面看，房地产是信贷的抵

押品，带来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平衡的冲击

就大了。数字经济带来的供给过剩、贫富差距、

资产高估值等对宏观平衡的含义，在相当大程度

上也取决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金融。

数字货币：财政还是金融？

回到宏观经济旧格局和当前面临的问题，我

认为与货币的两种投放方式有关系。从历史上

看，广义货币有信贷和财政两种投放方式，对

经济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差别。财政扩张带来的

问题是通胀、挤压私人部门；信贷扩张带来的

问题是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由私人部门债

务不可持续而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超过财

政扩张，同时，财政具有天然的调节收入分配

功能，而金融则只是锦上添花，信贷扩张会加

大贫富差距。

数字经济在提高有效供给的同时，会带来新

的挑战，即增加过剩储蓄和加剧贫富分化，在宏

观层面体现为抑制通胀、降低自然利率。在这样

的宏观环境下，维持经济增长有两个路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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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松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向自然利

率靠齐），进而促进信贷需求和投资，以消化过

剩储蓄；另一个是放松财政政策，财政扩张直接

提升总需求，绕过信贷体系，实际上提升了自然

利率。二者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一方面接受自

然利率下行、引导市场利率趋向自然利率，另一

方面提升自然利率。两个政策选项并没有绝对的

对或错，需要平衡。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太依赖

信贷，继续降低市场利率，将加大私人部门债务

和贫富分化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我们需要从信

贷投放货币这个极端向后退一些，更多地依靠财

政投放货币。

财政扩张的空间有多大？近期，引起热议的

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和央行同属政府的特征，

我认为在央行印钞能力的支持下，政府没有财务

约束，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财政扩张的空间比

过去四十年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要大。

财政预算赤字增加是财政扩张的一个方式，

但不少国家预算赤字面临政治约束。其实，央行

扩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行为，可以绕过银行信贷

（包括新金融平台）投放货币，降低货币扩张对

信贷的依赖，进而缓解由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资

产泡沫、金融风险和贫富分化问题。现代货币理

论认为财政的空间很大，我认为央行扩表是最重

要的载体。

央行扩表依靠什么手段？下一个可能是央

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如果央行对数字货币支付利

息，财政部对国债也支付利息，那为什么不通

过发行数字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为什么一定要

通过发国债？即使不直接通过数字货币弥补财政

赤字，一旦一般投资者参与了央行的数字货币，

他们对利率不是那么敏感，政府的融资成本会下

降，实际上是把商业银行获取的部分铸币税归还

给政府。 

来源：北大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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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踪研究全球大湾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切地

发现，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多元化差异化体

制机制并存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在体制创新的

探索方面具有巨大的空间，有条件为中国的区域

发展和体制创新积累许多新的经验，其中，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及自由贸易组合港区应当算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本书就是我们进行梳理和

思考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可谓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思潮上升，在持续三四十年全球化的高歌猛

进之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已经显露端倪，美

国的一些极端力量似乎也试图促成美国与中国在

一些领域的脱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坚持

推动改革开放、坚持推进全球化的政策基调，是

非常清晰的，无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对全球

格局的演变，其影响都值得关注。具体来说，中

国在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有多

层次的平台设计和路径创新。中国自由贸易港建

设可以在第三代全球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验基础

上，进行自由贸易港定位、机制与功能的创新与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有

条件率先通过自由贸易港的设计与建设，推动区

域产业链协同，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形成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综合国

际公共服务平台，并使“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

港建设有机联动融合产生内外溢出功能价值，服

务于中国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支持

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

2018年6月20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深圳港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将深圳

港打造成为绿色智慧的全球枢纽港，与香港港共

建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

的过程中，需要改进港航基础设施，完善集疏运

体系，推进港口绿色化、智慧化，加快航运服务

业集聚。这也触发了我们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

创新机制中自由贸易“组合港”模式的探究。粤

港澳大湾区共建自由贸易“组合港”既可以说是

自由贸易港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可以说是区域协

同治理和自由贸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区域深

化产物，同时，自由贸易“组合港”的出现也有

可能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自由贸易理论的进

步。

本书从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组合港”

建设背景出发，基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自由贸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基于自由贸易组合港模式》

序  言

巴曙松：大湾区自由贸易组合港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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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港区及区域协同的理论研究、发展实践经验

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

“组合港”的发展基础，并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

自由贸易“组合港”在空间、产业、金融、科技

创新、制度、治理、人才等方面的的初步协同构

想。在此基础上，本书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自由

贸易“组合港”价值模拟分析，发现自由贸易组

合港协同政策将会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贸易和财政实力，并强化人口集聚效应。

在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我具体确定

了全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重点，深圳市前海创新

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初稿撰写及资料整

理工作，不同章节初稿的具体负责人分别为：第

一章，李若曦、李科；第二章，宋静、崔学刚；

第三章，王茜、宋明莹；第四章，蔡天成、魏玉

君；第五章，宋静、李骁；第六章，徐建斌、宋

明莹；第七章，崔学刚、李科；第八章，梁新

宁。在初稿的基础上，我们又多次对全书进行了

修订和调整，重点充实了部分章节的内容，使得

本书逐步完善。

从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观察，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自由贸易“组合港”的功能设计，不可避

免地要以“大湾区协同创新”发挥产业集群聚集

效应作为核心功能，同时还要考虑到，建设自由

贸易“组合港”对应的大环境是当前的全球经贸

格局规则重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

升级进程、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

探索打造国际合作平台和积极主动参与新一轮全

球化的需要。因此，以协同创新为基础，设计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组合港”新型综合价

值链，必然会是一个不断演化及创新的过程。为

此，本书对过去经验和政策的梳理和总结，虽然

是涉及到多角度的，但对发展趋势的研判也难免

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

来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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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金融是

“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活，经济活，金融

稳，经济稳”。2019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再次明确提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

融强”这个判断，将金融从技术服务和社会基础

设施层面提升到国家安全与文明进步的格局上。

在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回顾现代金融在中

国演化与重生的历史，金融启蒙始终是中国金融

业持续不断的反省与变革的主旋律。面对错综复

杂的金融改革路径与技术颠覆，不断检点金融启

蒙的进程和价值观，才能不忘初心，把握方向。

1. 中国金融文明与全球的同步与断层

中国金融的历史源远流长，与全球先进文明

始终保持同步。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金属的刀布

币广泛流通，这与西方早期货币吕底亚狮子币同

时。北宋时期的交子和南宋的会子更是在全球金

融史上首次创造了纸币，对欧洲金融体系也有观

念上重要影响。明代张居正推动的“一条鞭法”

银本位客观上呼应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形成的白银

资本浪潮，将中国经济纳入全球早期的商品与资

本大循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废两改元”

和“法币改革”两大举措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银

行体系与全球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接轨，有效

地提升了国家实力，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

重要金融基础。纵观历史轨迹，中国本土金融观

念与体系与西方同业差异不大，彼此相互影响。

上世纪中叶发起的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前

苏联体制为师，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全国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急剧推进落后的乡村农业社会

向城市工业化转型。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和

牺牲，中国在一个极其孤立的国际环境下，迅速完

成了现代国家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的奠定，这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成就。80年代启动的经济改革和

开放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不过，计划

经济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根本上消灭金融功能，

甚至在文革期间曾有过取消货币的安排。这就导

致了1950-1980的三十年间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

瓦解，工商业市场行为被杜绝，民众的消费选择

被废止，金融功能和意识泯灭。这不仅是中国金融

史上一个彻底的断层，也是全球金融史的一个重要

标本，以至于需要社会大众的金融启蒙。

金融启蒙是摆脱落后和愚昧的认知过程。市

场发展初期的局限，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政府政策

的介入都会给金融观念与市场的进步造成各种干

扰。技术进步与大众需求的变化要求金融始终要

改变自己的职能、工具和形态，金融启蒙也成为

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不仅中国的体制改革需要

金融启蒙，常态社会发展也需要金融启蒙，欧美

各国政府也都将金融启蒙（Financial Literacy）

作为核心的社会指标。中国金融在现代的突然断

王巍 ：中国当代金融的三次启蒙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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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给了这一代人摆脱历史约束，对标全球经验进

行全面重建金融体系的机遇，事实上造就了中国

金融最近四十年令全球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同时

埋下了风险隐患。

2. 中国当代金融的三次启蒙

第一次的市场化启蒙。上世纪七十年代，国

内的文革已是强弩之末。经济濒临破产，国家财

政无力支撑投资和就业甚至维持基本的城市消费

水平。当时的银行和各种城乡信用社等机构就是

各级财政的出纳和金库，在存款拨款和结算外，

几乎没有任何融资和投资的功能。经济改革启动

后，银行脱离财政系统是第一个大的动作。财政

与银行孰大孰小这个题目讨论多年，各个领域的政

府职能和市场选择陆续厘清，让一代人沉睡30年的

金融意识逐渐苏醒。大学毕业的1982年，笔者在

东北一个大城市面对几百位政府官员解释什么是银

行的拨款改贷款，什么是复利，至今栩栩如生。来

自学界、政界和工厂经理们对于长期投资、流动贷

款、资金成本和银行分工等的反复讨论，推动了金

融业迅速恢复失地。1984年在合肥召开的全国金融

学会年会上，一批研究生将中央银行独立、金融机

构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等诉求向社会公开，后被称为

“蓝皮书”，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金融机构和银

行体系迅速重新建立，金融工具也逐渐丰富起来。

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金融业的对决，中国

金融业至少在形态和职能上获得了独立空间。需

要特别提及的是，来自民间金融的复苏更是迅猛

和有效。80年代初时，温州地下金融刚刚过亿，

便引起监管重视和严厉打压。不过，30年后，民

间金融已经接近1万亿的规模，有力地支撑了浙

江经济的发展，客观推动了主流金融的改革，也

是中国金融最重要的启蒙。

第二次的全球化启蒙。本世纪初，中国经过

长期酝酿和高层明智的决断，正式加入WTO，

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贸易与技术的入关，自然

要有金融入关的保证。尽管在国内的体制下，金

融业在财政体系和各地政府掣肘下艰难腾挪，疲

于奔命。按国际标准，中国银行业庞大的不良资

产和风险责任隐患早已构成事实上的技术破产。

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有重大的改革才能自保身家，

才能承担接受国际金融冲击和为中国企业国际化

保驾护航的使命。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金融监

管部门联合发力，通过不良资产剥离、外汇注资

和股改上市这个独特的中国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

三部曲，成功实现了银行业脱胎换骨的改造，摆

脱政府干预和财政约束而成为市场化运作主体。

继而，中国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

其他金融机构也参考这一经验而加入市场化和全

球化的运作。中国金融业与入关后的中国企业增

长，中国消费市场扩大等互为因果，彼此激励。

在空前友善的全球化环境和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

网发展的大格局下，中国金融业迅速启动了第二

次加入全球化的启蒙，而且，在不到10年的时

间，中国几家大银行居然轮流占据全球金融排行

榜的榜首，甚至启动了多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收

购。同时，近1000家中国企业在美国、香港、英

国、新加坡等地上市融资或挂牌，进一步从客户

端对中国金融业进行了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和国

际规则的洗礼。

第三次的科技化启蒙。最近十年来，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疾风暴雨般地进

入金融领域，不断扩展金融职能，也不断颠覆

金融结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成功，真正瓦解

了传统银行的思维模式。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

成为主导金融业改革的动力机制。无论从金融界

广泛应用科技手段和再造金融流程发端，还是科

技界利用P2P、微支付、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参

与金融服务的突袭，金融与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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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越来越融合。这自然给金融监管提出空前挑

战，但更重要的是可能根本改变了货币和金融的

传统属性，将支付、定价和储藏三个货币职能分

解并融入所有应用场景，赋能任何工具和内容使

之金融化。当我们的服装、车辆、日用品、论

坛、运动、消费和娱乐等都可能具有货币和金融

功能时，如何理解、管理和应用金融将成为空前

的挑战。微信和支付宝已经让金融走下神坛，数

字货币、天秤币、区块链基础上智能合约的广泛

应用等将使垄断和居高临下的传统金融业进一步

分崩离析，商业模式必须全面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业三次启蒙目前

都在同步叠加中，互相推波助澜。所有的社会和

金融启蒙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理解的过程，不存在

权威的指导，而是依靠社会和市场变化来点拨警

醒，是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创新和失败来教育和

提升。这三次重要的金融启蒙正在再造中国经济

的宏观市场格局与微观企业基础。

2015年第21期《中国金融》杂志刊发王巍

理事长受邀作为封面人物

3. 金融启蒙的误区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国几千年特殊的历史

和人文环境，特别是近四十年追逐经济发展加入

国际社会的迫切心态，我们的金融启蒙是速成和

肤浅的，在完成了宏大的国家金融体系和基础设

施的同时，也形成了金融高风险的隐患。

首先，金融启蒙的功利化。尽管金融为企业

服务，为社会服务始终是理想目标，但上世纪末

金融改革的初衷还是力图摆脱中央财政控制和各

地政府干预，建立话语权和一定的独立空间，后

来跟进的各种改革更多是应对企业股权改造、金

融机构上市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等现实需求，不断

健全金融体系，丰富金融工具，调整融资模式和

完善资本市场。这样的急功近利式改革适应了中

国经济集约化高速增长的节奏，但一代金融从业

者和监管者未能从容地了解金融体系对于产业、

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化支持职能，以宏观政策、

经济总量和做大做强的盈利目标为基准，高歌猛

进。无论产业周期如何，宏观经济起伏，微观企

业兴衰，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定长期和远远高

于其他行业的超额利润。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

国家，我们的金融业唯利是图，其运营模式和服

务标准依然非常初级，缺乏内部和来自外部的竞

争，可称是依托垄断特权而形成的高利贷产业。

其次，金融启蒙的空洞化。近年来笔者与监

管者和金融从业人士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在

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接受的金融理念教育仍然顽强地

左右我们当下的思维。这种金融启蒙与现实脱节，

纸上谈兵，而且局限在居高临下的监管说教上。例

如我们被始终灌输的金融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

效益性，实际上是金融监管思维，主要是保证国家

金融体系安全与规范运作，与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

立场无关。我们无法从正规教育中获得如何改善个

人金融安全、理财投资和参与金融市场，也没有创

业和企业运营中如何突破规则，建立竞争优势的思

维讨论。让所有人按政府立场来理解和参与金融行

为，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哪里还有什么金融市场

的存在。这就导致了几百万接受正规金融启蒙的一

代人，理直气壮地在主流金融机构工作，却不接地

气，对市场运行知之甚少。而几千万没有经过所谓

金融教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

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可以调动巨额资本资源，成

为真正的市场金融家。

第三，金融启蒙的阴谋化。金融是人类文明

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

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现代社会须臾不可脱离

的要素，这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含义。但长

期以来的金融业特殊垄断地位和自上而下的重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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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给中国金融业一个神圣的光环，即在服务社会

的宏观长远和大局的口号下，牢牢掌控社会资本资

源，在保证金融业特殊利益的前提下，遴选具有战

略意义的产业和领袖企业。金融监管的立场也是始

终站在国家金融体系稳定的原则下，最大能力保护

主流金融机构，而不是创业者、企业家和消费者群

体。市场上没有创新者和监管者的平等公正的博弈

过程，一旦出现“金融乱象”，金融机构总是具有

正当性，个人和企业动辄得咎。所有金融政策和法

规出台，都不需要与相关利益群里讨论和征询意

见，后者只能唯唯诺诺地执行。在这种环境下，金

融启蒙就是教育和指导大众，没有金融机构自我启

蒙的涵义。因而，现实社会中，金融业充满了大众

认知的阴谋论，通货膨胀、汇率、股价、票证…… 

几乎所有的金融现象都能在社会最广泛的大众群体

中得到谬误的呼应，而非法集资、民间炒汇炒币、

金融欺诈、传销等层出不穷，难以抑制。

4. 金融启蒙的核心价值

金融启蒙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的确定和不断的提

升。没有内在价值观的启蒙，往往是功利的，偏颇

的和宣传的，不会激发内心的理解和呼应，更难于

形成动员大众的市场力量。以笔者多年在中国金融

博物馆的平台上推动金融启蒙的经验看，当下环境

下，金融启蒙的价值观应该至少有以下几点：

市场金融。现代金融发生和进化的核心动力

来源于市场需求，基于金融的复杂与传导性，也

需要政府权威机构的确认和维护。所有国家的金

融都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的过程，但政府监管金

融的底线在于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全，困难之

处在于如何定义秩序和安全。环境变化和技术进

步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永远无解的挑战，重要的

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对话平台，让市场创新者与监

管者平等讨论，让市场声音得到传递，而不是被

压制。在中国这样独特的管制经济环境中，强调

市场金融是尤其重要的。

普惠金融。金融的核心职能就是两个，渠

道（Access）与成本。成熟的金融体系要有丰

富的渠道，让所有愿意并有能力参与金融活动的

人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渠道，这就是普惠金融的本

意。同时，还要不断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

要求，降低金融成本。最广泛的渠道和最低的成

本，这是社会对金融业始终如一的要求，所有的

制度改革和金融革命都是围绕这个最终诉求发动

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求所有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和监管者把握这个简单和清晰的规则，不是用各

种花拳绣腿来阻碍渠道的畅通和提高金融成本，

满足自身的各种利益。

全球金融。全球化已经打通了贸易、技术、

资本和人力的跨境流通，而且不可逆转。资本管

制、汇价调控和投资补贴与激励等各国政政策措

施只能在短期和局部产生技术上的影响，任何重

要国家的金融活动都具有全球的影响力。英国脱

欧，美国总统大选，日本新政以及近年来中美贸

易冲突等都明确表达了，金融孤岛不复存在。金

融科技突破特别是美国脸书公司牵头的天秤币更

是引发了全球金融监管部门一致性的抵制，无论

是否封杀商界的数字货币，各国央行自己发行的

数字货币进入白热化竞争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金融启蒙是同时面向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

理性认知提升过程。只有社会财富的增加，大众

金融素养和理财能力的提升，创业者和企业家广

泛参与金融市场，金融的监管才具有实施对象，

社会的金融安全才具有现实基础。当下，中央政

府反复强调的金融安全和金融风险隐患，在政治

考量外，全面推动金融启蒙是不可或缺的过程。

全民的金融启蒙和理性价值观的奠定是中国从金

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真正基础。

来源：中国金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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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挑战与平衡

《北大金融评论》：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可

能带来风险，过于严格可能会抑制金融发展甚至

是实体需求，应如何把握金融监管的平衡？

陆 磊 ： 我 国 引 入 现 代 金 融 监 管 模 式 ， 公

众普遍认为过于严格，实际并非如此。这需要

理解金融审慎监管的基本逻辑——监管必须在

公众作为社会资金原始供应者、企业和实体经

济作为金融服务获得者、金融部门作为专业化

经营者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任何一种偏颇，都

会导致其中一方的道德风险。问题是，这种平

衡很艰难，是一个涉及几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

的政治经济学问题。2000年，周小川首次提

出银行公开上市补充资本金的改革思路，第一

次引入资本充足率概念。这是金融业正反两方

面总结出的经验教训，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金

融业稳健运行以保护消费者，保障社会融资畅

通。把握金融监管的平衡，重点要看是否把握

了如下三个原则：一是“单一规则”。即开展

哪些业务，应接受相应监管。比如，金融机

构的资产负债业务，通过期限错配获取收益并

承受潜在损失，因此只要是资产负债业务就应

该入表，计提风险资本。理财业务不能做期限

错配，但很多金融机构通过理财业务，节约资

本金和存款保险，变成“买者自负”而不承担

风险。我国的监管要求是，金融机构从事资产

负债业务，必须纳入表内资产。如果一家银行

缺乏资本金，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普通股

或优先股等方式补充。二是事中和事后监管原

则。事前监管的本质是市场准入，即被允许开

展哪些业务，并对机构进行审核。当审核通过

之后，监管实际在为“好人”背书，一定程度

上存在道德风险，事中和事后监管可以真正发

现并惩罚违规行为。监管实践证明，过度注重

事前监管就很容易放松事中事后监管，监管俘

获更容易发生，消费者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更普遍。三是消费者或投

资人保护原则。在此，我仅以外汇监管实践加

以说明。我特别强调跨境业务监管中的币种中

性原则，即对于跨境的本外币一视同仁，给予

相同标准的鼓励或限制，否则容易出现监管套

利、欺诈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机构层

面，竞争中性有利于管控风险。例如，对于跨

境外汇、跨境衍生品、跨境股票交易等，外汇

局要求必须有牌照才可以经营，否则便是违规

跨境提供金融服务，视同服务业“走私”。所

陆磊：如何把握金融监管的平衡

——立足供给侧改革，深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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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融机构都要遵从相关管理规制要求，在

同一业务下，管理规制并不是有所差异的，这

便是竞争中性应有的特征。最后做一个总结：

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把侧重点放到

事中事后，恰如证券市场的注册制所体现的原

则——更加注重全过程合规和风险监控，而不

是仅仅关注准入资格，这样才能使金融市场不

蜕化为“冒险家的乐园”，资源配置和优胜劣

汰功能才能得到发挥，消费者权益才因此得以

保障。

《北大金融评论》：美国等地金融监管中使

用有限牌照方式，中国内地金融机构也有跨区域

经营限制，有限牌照监管模式是否适用于内地？

陆磊：讨论金融机构应该实行有限牌照还

是全牌照，可以参考看一下美国金融监管史。

早期，美国金融机构须先获得联邦层面许可，才

能跨州经营，缴交联邦存款保险金，同时接受美

联储监管。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跨区域经营的金

融机构可以被称作“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

型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大而不倒”问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共同讨论系统重要性

金融机构特殊监管问题，需要有更高的资本充足

率、更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能力。从理论上看，

银行本身应该差异化发展，有限牌照是很好的选

择。小银行跨区经营容易导致过度承担风险，所

以要微观审慎监管，业务范围应与资本金相匹

配。但是，至少中国40年金融发展史告诉我们

的是金融业“做大做强”的历史进程。一定的资

本金，杠杆越高则总资产越大，在利差、手续

费、佣金既定的前提下，如果要使总收入上升，

必须扩大业务范围、提升业务规模。因此，金融

机构具有突破有限牌照的动机，甚至形成了综合

化经营的呼声。监管在此情况下容易受到压力，

即使是合理的监管，也会被认为是压制创新，固

步自封。一个足以说明上述进程的故事是农村信

用社改革和发展。早期的农信社作为合作制金融

机构，应该主要吸收会员存款并发放贷款，同时

不具备承办财政性业务、吸收财政性存款等资

格。对此，很多地方的农信社感受到不公平待

遇，呼吁一视同仁。现在看，当初的农信社都已

变成全牌照经营的商业银行，同业往来、票据交

易、资管业务，几乎都可以承做。这是因为，其

依据是客户有需求，不能不给予满足。可见，此

间存在的问题是：机构一般倾向于全牌照经营，

甚至给有限牌照贴上不公平竞争标签，提升至伦

理价值观的高度。但是，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我

国缺少的是有限牌照的经营机构，即专业化的金

融机构，大银行的数量很多，但专门向小微企业

提供融资的机构却很稀缺。所以，有限牌照与全

牌照是一个两难选择，需要全社会集思广益，寻

求共识。

《北大金融评论》：Libra对于金融监管提出

了哪些新挑战？

陆磊：Libra第一次让市场认识到数字货币的

影响。恰如周小川行长、李扬教授等总结的Libra

实质是一类货币组合，即固定汇率的一篮子货

币，背后对应各国发行的主权货币，类似于货币

局制度（currency board）。Libra要对应一定比

例的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既不增加基础

货币，也没有货币自主权。Libra对金融监管的

挑战有三个方面。一是Libra将提升跨境资金流

动监管难度。Libra宣称任何用户可随时接入其

支付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可能导致

Libra跨境交易脱离监管视线，其匿名原则也将

增加真实性审核的难度。二是Libra可能使我国

移动支付领域领先优势被赶超。如果Libra依靠

现有用户群快速形成规模效应，那么可能在移动

支付领域冲击银联、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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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清算中，Libra可能与各国的法定货币构

成竞争关系。这是因为，作为固定比价关系的货

币篮子，汇率风险得以锁定，因而更受贸易商

和投资者欢迎——没有必要做汇率风险对冲，

节约了成本。四是Libra在未来的信用扩张可能

性。如果在贸易融资甚至一般商业信贷中出现以

Libra记账的贷款或投资，其造成的信用扩张就

突破了主权货币范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的货

币和信用闭环，或者说，是打破了各国原有的信

用闭环，重组出新的广义货币派生机制。这是否

一种金融全球化的新起点？我们还需要观察。任

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能否真实影响到自身的社

会融资，或者反过来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融资和价

格，是此类“货币”对货币当局的挑战——即使

现在不发生，将来也在所难免。

来源：北大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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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网络上关于

“供应链金融”、“区块链技术”的新闻铺天盖

地，然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今天，

小编来给大家好好地科普一下，供应链金融、区

块链技术究竟是什么！

01 供应链金融是什么？

银行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

资金流和物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

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

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的“五流”又是什么？

供应链金融的“五流”

科普贴：供应链金融、区块链是什么？

【导读】供应链金融是什么？ 区块链技术是什么？数据处理是对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价

值的提炼，而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预测性分析，学习大数据处理的五大关键技术及其应

用,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云边协同将成为主流模式，这种协同模式下，云计算在向一种更加

全局化的分布式节点组合新形态进阶。从三个方面来讲解分析思维，分别是数据分析方法、

指标体系构建、排查数据问题思维来解读数据分析方法。如何统计和分析利用网络大数据？ 

学习编程，你可能会犹豫选择 C++ 还是 Java；入门数据科学，你可能会纠结于选择 Python 

还是 R；但无论如何，SQL 都是 IT 从业人员不可或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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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供应链金融的三种模式？

1、销售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模式

[SCF]供应链金融，框架、流程、模型

2、运营阶段的供应链金融—融通仓融资模式

[SCF]供应链金融，框架、流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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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阶段的供应链金融—保兑仓融资模式

02 区块链技术是什么？

用官方的话来讲，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

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

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区块链（Blockchain），

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

心化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

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

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一批次比特币网络交易的信

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

一个区块。

用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来说，那就是区块链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账本”。它具有防伪造、

防篡改、可追溯的技术特性。

比如，你和小王做一笔买卖，如果只有一个

账本，交易有被篡改的风险；但区块链让每一笔

交易都记在无数个小账本上，共同构成一个超级

大账本。如此一来，全世界都知道你俩之间有这

笔交易了，想抵赖？没门！

在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部分业务场景已

从概念验证逐步迈向业务实践——包括供应链金

融、跨境支付、资产证券化、证券结算等，区块

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潜力可期。

来源：联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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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是对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价值的

提炼，而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预测性分析，

即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统计模式识别、数据描

述等数据挖掘形式帮助数据科学家更好的理解数

据，根据数据挖掘的结果得出预测性决策。其中

主要工作环节包括：

·大数据采集

·大数据预处理

·大数据存储及管理

·大数据分析及挖掘

·大数据展现和应用(大数据检索、大数据可

视化、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安全等)。

一、大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是指通过RFID射频数据、传感器数据、

社交网络交互数据及移动互联网数据等方式获得

的各种类型的结构化、半结构化(或称之为弱结构

化)及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是大数据知识服务模

型的根本。重点要突破分布式高速高可靠数据爬

取或采集、高速数据全映像等大数据收集技术；

突破高速数据解析、转换与装载等大数据整合技

术；设计质量评估模型，开发数据质量技术。

大数据采集一般分为：

大数据智能感知层：主要包括数据传感体

系、网络通信体系、传感适配体系、智能识别体

系及软硬件资源接入系统，实现对结构化、半

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的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接入、传输、信号转换、监控、初步

处理和管理等。必须着重攻克针对大数据源的智

能识别、感知、适配、传输、接入等技术。

基础支撑层：提供大数据服务平台所需的

虚拟服务器，结构化、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

的数据库及物联网络资源等基础支撑环境。重点

攻克分布式虚拟存储技术，大数据获取、存储、

组织、分析和决策操作的可视化接口技术，大数

据的网络传输与压缩技术，大数据隐私保护技术

等。

二、大数据预处理技术

完成对已接收数据的辨析、抽取、清洗等操

作。

抽取：因获取的数据可能具有多种结构和类

型，数据抽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将这些复杂的数

据转化为单一的或者便于处理的构型，以达到快

速分析处理的目的。

清洗：对于大数据，并不全是有价值的，有

些数据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而另一些数据

则是完全错误的干扰项，因此要对数据通过过滤

“去噪”从而提取出有效数据。

三、大数据存储及管理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管理要用存储器把采集到的

数据存储起来，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并进行管理

和调用。重点解决复杂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大数据管理与处理技术。主要解决大数据

大数据处理的五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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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存储、可表示、可处理、可靠性及有效传输

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发可靠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DFS)、能效优化的存储、计算融入存储、大数

据的去冗余及高效低成本的大数据存储技术；突

破分布式非关系型大数据管理与处理技术，异构

数据的数据融合技术，数据组织技术，研究大数

据建模技术；突破大数据索引技术；突破大数据

移动、备份、复制等技术；开发大数据可视化技

术。

开发新型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分为关系型数

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缓存系统。其

中，非关系型数据库主要指的是NoSQL数据库，

分为：键值数据库、列存数据库、图存数据库以

及文档数据库等类型。关系型数据库包含了传统

关系数据库系统以及NewSQL数据库。

开发大数据安全技术：改进数据销毁、透明

加解密、分布式访问控制、数据审计等技术；突

破隐私保护和推理控制、数据真伪识别和取证、

数据持有完整性验证等技术。

四、大数据分析及挖掘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改进已有数据挖掘和机器

学习技术；开发数据网络挖掘、特异群组挖掘、

图挖掘等新型数据挖掘技术；突破基于对象的数

据连接、相似性连接等大数据融合技术；突破用

户兴趣分析、网络行为分析、情感语义分析等面

向领域的大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

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

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

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

数据挖掘涉及的技术方法很多，有多种分类

法。根据挖掘任务可分为分类或预测模型发现、

数据总结、聚类、关联规则发现、序列模式发

现、依赖关系或依赖模型发现、异常和趋势发现

等等；根据挖掘对象可分为关系数据库、面向对

象数据库、空间数据库、时态数据库、文本数据

源、多媒体数据库、异质数据库、遗产数据库以

及环球网Web；根据挖掘方法分，可粗分为:机器

学习方法、统计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数据库方

法。

机器学习中，可细分为归纳学习方法(决策

树、规则归纳等)、基于范例学习、遗传算法等。

统计方法中，可细分为:回归分析(多元回归、自

回归等)、判别分析(贝叶斯判别、费歇尔判别、

非参数判别等)、聚类分析(系统聚类、动态聚类

等)、探索性分析(主元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等)

等。神经网络方法中，可细分为:前向神经网络

(BP算法等)、自组织神经网络(自组织特征映射、

竞争学习等)等。数据库方法主要是多维数据分析

或OLAP方法，另外还有面向属性的归纳方法。

数据挖掘主要过程是：根据分析挖掘目标，

从数据库中把数据提取出来，然后经过ETL组织

成适合分析挖掘算法使用宽表，然后利用数据挖

掘软件进行挖掘。传统的数据挖掘软件，一般只

能支持在单机上进行小规模数据处理,受此限制传

统数据分析挖掘一般会采用抽样方式来减少数据

分析规模。

数据挖掘的计算复杂度和灵活度远远超过前

两类需求。一是由于数据挖掘问题开放性，导致

数据挖掘会涉及大量衍生变量计算，衍生变量多

变导致数据预处理计算复杂性；二是很多数据挖

掘算法本身就比较复杂，计算量就很大，特别是

大量机器学习算法，都是迭代计算，需要通过多

次迭代来求最优解，例如K-means聚类算法、

PageRank算法等。

从挖掘任务和挖掘方法的角度，着重突破：

·可视化分析。数据可视化无论对于普通用

户或是数据分析专家，都是最基本的功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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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化可以让数据自己说话，让用户直观的感受

到结果。

·数据挖掘算法。图像化是将机器语言翻译

给人看，而数据挖掘就是机器的母语。分割、集

群、孤立点分析还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算法让

我们精炼数据，挖掘价值。这些算法一定要能够

应付大数据的量，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处理速度。

·预测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可以让分析师根

据图像化分析和数据挖掘的结果做出一些前瞻性

判断。

·语义引擎。语义引擎需要设计到有足够的

人工智能以足以从数据中主动地提取信息。语言

处理技术包括机器翻译、情感分析、舆情分析、

智能输入、问答系统等。

·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数据质量与管理

是管理的最佳实践，透过标准化流程和机器对数

据进行处理可以确保获得一个预设质量的分析结

果。

预测分析成功的7个秘诀

预测未来一直是一个冒险的命题。幸运的

是，预测分析技术的出现使得用户能够基于历史

数据和分析技术(如统计建模和机器学习)预测未

来的结果，这使得预测结果和趋势变得比过去几

年更加可靠。

尽管如此，与任何新兴技术一样，想要充分

发挥预测分析的潜力也是很难的。而可能使挑战

变得更加复杂的是，由不完善的策略或预测分析

工具的误用导致的不准确或误导性的结果可能在

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才会显现出来。

预测分析有可能彻底改变许多的行业和业

务，包括零售、制造、供应链、网络管理、金融

服务和医疗保健。AI网络技术公司Mist Systems

的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Bob fridy预测:“深度

学习和预测性AI分析技术将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所

有部分，就像十年来互联网和蜂窝技术所带来的

转变一样。”。

这里有七个建议，旨在帮助您的组织充分利

用其预测分析计划。

1.能够访问高质量、易于理解的数据

预测分析应用程序需要大量数据，并依赖于

通过反馈循环提供的信息来不断改进。全球IT解

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Infotech的首席数据和分析

官Soumendra Mohanty评论道:“数据和预测分

析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了解流入预测分析模型的数据类型非常重

要。“一个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数据？” Eric 

Feigl - Ding问道，他是流行病学家、营养学家和

健康经济学家，目前是哈佛陈氏公共卫生学院的

访问科学家。“是每天都在Facebook和谷歌上收

集的实时数据，还是难以访问的医疗记录所需的

医疗数据？”为了做出准确的预测，模型需要被

设计成能够处理它所吸收的特定类型的数据。

简单地将大量数据扔向计算资源的预测建

模工作注定会失败。“由于存在大量数据，而其

中大部分数据可能与特定问题无关，只是在给

定样本中可能存在相关关系，”FactSet投资组

合管理和交易解决方案副总裁兼研究主管Henri 

Waelbroeck解释道，FactSet是一家金融数据和

软件公司。“如果不了解产生数据的过程，一个

在有偏见的数据上训练的模型可能是完全错误

的。”

2.找到合适的模式

SAP高级分析产品经理Richard Mooney指

出，每个人都痴迷于算法，但是算法必须和输入

到算法中的数据一样好。“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模

式，那么他们就毫无用处，”他写道。“大多数

数据集都有其隐藏的模式。”

模式通常以两种方式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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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位于两列之间的关系中。例如，可以

通过即将进行的交易的截止日期信息与相关的电

子邮件开盘价数据进行比较来发现一种模式。

Mooney说:“如果交易即将结束，电子邮件的公

开率应该会大幅提高，因为买方会有很多人需要

阅读并审查合同。”

模式显示了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以

上面的例子为例，了解客户打开了200次电子

邮件并不像知道他们在上周打开了175次那样有

用，”Mooney说。

3  .专注于可管理的任务，这些任务可能会带

来积极的投资回报

纽 约 理 工 学 院 的 分 析 和 商 业 智 能 主 任

Michael Urmeneta称:“如今，人们很想把机器

学习算法应用到海量数据上，以期获得更深刻的

见解。”他说，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就像试

图一次治愈所有形式的癌症一样。Urmeneta解

释说:“这会导致问题太大，数据太乱——没有足

够的资金和足够的支持。这样是不可能获得成功

的。”

而当任务相对集中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

得多。Urmeneta指出:“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

很可能会接触到那些能够理解复杂关系的专家” 

。“这样，我们就很可能会有更清晰或更好理解

的数据来进行处理。”

4.使用正确的方法来完成工作

好消息是，几乎有无数的方法可以用来生成

精确的预测分析。然而，这也是个坏消息。芝加

哥大学NORC (前国家意见研究中心)的行为、经

济分析和决策实践主任Angela Fontes说:“每天

都有新的、热门的分析方法出现，使用新方法很

容易让人兴奋”。“然而，根据我的经验，最成

功的项目是那些真正深入思考分析结果并让其指

导他们选择方法的项目——即使最合适的方法并

不是最性感、最新的方法。”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系主任、副教

授shanchie Jay Yang建议说:“用户必须谨慎选

择适合他们需求的方法”。“必须拥有一种高效

且可解释的技术，一种可以利用序列数据、时间

数据的统计特性，然后将其外推到最有可能的未

来，”Yang说。

5.用精确定义的目标构建模型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许多预测分析项目

开始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宏伟的模型，却没有一

个明确的最终使用计划。“有很多很棒的模型从

来没有被人使用过，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这

些模型来实现或提供价值，”汽车、保险和碰撞

修复行业的SaaS提供商CCC信息服务公司的产品

管理高级副总裁Jason Verlen评论道。

对此，Fontes也表示同意。“使用正确

的工具肯定会确保我们从分析中得到想要的结

果……”因为这迫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目标非常

清楚，”她解释道。“如果我们不清楚分析的

目标，就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我们想要的东

西。”

6.在IT和相关业务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

关系

在 业 务 和 技 术 组 织 之 间 建 立 牢 固 的 合 作

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客户体验技术提供商

Genesys的人工智能产品管理副总裁Paul lasserr

说:“你应该能够理解新技术如何应对业务挑战

或改善现有的业务环境。”然后，一旦设置了目

标，就可以在一个限定范围的应用程序中测试模

型，以确定解决方案是否真正提供了所需的价

值。

7.不要被设计不良的模型误导

模型是由人设计的，所以它们经常包含着潜

在的缺陷。错误的模型或使用不正确或不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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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构建的模型很容易产生误导，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会产生完全错误的预测。

没有实现适当随机化的选择偏差会混淆预

测。例如，在一项假设的减肥研究中，可能有

50%的参与者选择退出后续的体重测量。然而，

那些中途退出的人与留下来的人有着不同的体重

轨迹。这使得分析变得复杂，因为在这样的研究

中，那些坚持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通常是那些真正

减肥的人。另一方面，戒烟者通常是那些很少或

根本没有减肥经历的人。因此，虽然减肥在整个

世界都是具有因果性和可预测性的，但在一个有

50%退出率的有限数据库中，实际的减肥结果可

能会被隐藏起来。

六、大数据展现与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能够将隐藏于海量数据中的信息

和知识挖掘出来，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依

据，从而提高各个领域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整

个社会经济的集约化程度。

在我国，大数据将重点应用于以下三大领

域：商业智能 、政府决策、公共服务。例如：商

业智能技术，政府决策技术，电信数据信息处理

与挖掘技术，电网数据信息处理与挖掘技术，气

象信息分析技术，环境监测技术，警务云应用系

统(道路监控、视频监控、网络监控、智能交通、

反电信诈骗、指挥调度等公安信息系统)，大规模

基因序列分析比对技术，Web信息挖掘技术，多

媒体数据并行化处理技术，影视制作渲染技术，

其他各种行业的云计算和海量数据处理应用技术

等。

来源：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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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 年边缘计算备受产业关注，一度引起

了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潮，很多人把2019 年称作

边缘计算的元年。理性来看，造成如此火爆局势

难免有一些炒作因素在推波助澜，毕竟边缘计算

的概念存世也已多年。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工

业互联网的大力推动、5G 大规模商用的持续酝

酿等因素，让整个产业对 IT 和 OT 的深度融合充

满信心和期待。这种情况下，也许边缘计算不火

也难。

为了褒扬边缘计算，有些声音把云计算的

概念描述的稍显狭隘或者刻意地把云计算放到了

边缘计算的对立面。但从技术或商业演进的实

际情况来看，边缘计算其实更多的是云计算向终

端和用户侧延伸形成的新解决方案。边缘计算本

身就是云计算概念的延伸，即便是赋予其独立的

概念，也无法做到与云计算切割开，二者本就是

相依而生、协同运作的。云边协同将成为主流模

式，这种协同模式下，云计算在向一种更加全局

化的分布式节点组合新形态进阶。

在开展云边协同相关研究的初期，本白皮

书以《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协同九大应用场景》为

题，由中国信通院联合产业多方撰写。旨在以理

性而乐观的态度，分析云边协同在典型场景下的

应用需求和业务模式，为引导产业发展和制定相

关标准做铺垫、打基础。

一、云边协同的新浪潮

（一）边缘计算是云计算向边缘侧分布式拓

展的新触角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认为边缘计算是在移动

网络边缘提供 IT 服务环境和计算能力，强调靠近

移动用户，以减少网络操作和服务交付的时延，

提高用户体验。

Gartner 认为边缘计算描述了一种计算拓

扑，在这种拓扑结构中， 信息处理、内容采集和

分发均被置于距离信息更近的源头处完成。

维基百科认为边缘计算是一种优化云计算系

统的方法，在网络边缘执行数据处理，靠近数据

的来源。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认为边缘计算是在靠近

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融合网络、计算、

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就近提供边缘

智能服务，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捷联接、实时业

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

面的关键需求。

开放雾计算联盟认为雾计算是一种水平的

系统级架构，可以将云到物连续性中的计算、存

储、控制、网络功能更接近用户。

上述边缘计算的各种定义虽然标书上各有差

异，但基本都在表达一个共识：在更靠近终端的

网络边缘上提供服务。

中心-边缘-端，的形态从电信开始之初就

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协同 九大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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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电信时代，程控交换中心、程控交

换机、电话形成了最初的“中心-边缘-端” 形

态；互联网时代，数据中心、CDN、移动电话/

PC 延续了这种形态；到达云计算+物联网时代，

云计算中心、小数据中心/网关、传感器则形成了

新的“云-边-端”形态。

如果仅从边缘侧本身寻求边缘计算的定义，

似乎很难让人完全接受这个似乎有点包罗万象的

新事物。一个比较简单的质疑就是，智能终端、

家庭网关或者其他早就存在我们身边的计算设

备，难道隐藏了多年的边缘计算身份么。

为了褒扬边缘计算，有些声音把云计算的

概念描述的稍显狭隘或者刻意地把云计算放到了

边缘计算的对立面。但从技术或商业演进的实际

情况来看，边缘计算其实更多的是云计算向终端

和用户侧延伸形成的新解决方案。边缘计算本身

就是云计算概念的延伸，即便是赋予其独立的概

念，也无法做到与云计算切割开，二者本就是相

依而生、协同运作的。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认为，在面向物联网、

大流量等场景下， 为了满足更广连接、更低时

延、更好控制等需求，云计算在向一种更加全局

化的分布式节点组合形态进阶，边缘计算是其向

边缘侧分布式拓展的新触角。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中 国 信 通 院 牵 头 撰 写 的

《Global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Distributed 

Cloud》已在ITU 成功立项，旨在基于中心云与边

缘云形成的分布式一体化形态上，探索全局化管

理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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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缘计算典型产品和业务模式

主宰云计算市场的巨头公司

依托云计算技术先发优势，将云计算技术下

沉到边缘侧，以强化边缘侧人工智能为契机，大

力发展边缘计算。

工业企业依托丰富的工业场景，开展边缘

计算实践强化现场级控制力。电信运营商正迎接 

5G 市场机遇，全面部署边缘节点，为布局下一

代基础设施打下牢牢的根基。

ICT 服务商将云计算能力逐步扩展到边缘

设备

在国际上，云计算巨头亚马逊、微软和谷

歌都已经推出了相关边缘计算产品。亚马逊推出 

AWS Greengrass 功能软件，将 AWS 扩展到设

备上，在本地处理终端生成的数据，同时仍然可

以使用运来进行管理、数据分析和持久的存储；

微软发布 Azure IoT Edge 边缘侧产品，将云分析

扩展到边缘设备，支持离线使用，同时聚焦边缘

的人工智能应用；谷歌也在 2018 年推出了硬件

芯片 Edge TPU 和软件堆栈Cloud IoT Edge，可

将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功能扩展到边缘设备， 使

设备能够对来自其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实时操作，

并在本地进行结果预测。

在国内，阿里、腾讯、百度、华为、中兴通

讯、数梦工场、新华三等也推出了相应的边缘计

算产品。

阿里推出Link IoT Edge 平台。通过部署在

不同量级的智能设备和端侧计算节点中。通过

定义物模型连接不同协议、不同数据格式的设

备，提供安全可靠、低延时、低成本、易扩展的

本地计算服务；腾讯针对边缘计算推出了 CDN 

Edge， 将数据中心的服务下沉至 CDN 边缘节

点，以最低的延迟相应终端用户，同时降低用户

数据中心的计算压力和网络负载；百度推出智能

边缘 BIE，将云计算能力拓展至用户现场，提供

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同时配合智能边

缘云端管理套件，形成“云管理，端计算” 的

端云一体解决方案；华为在 2018 年推出了 IEF 

平台，通过纳管用户的边缘节点，提供将云上应

用延伸到边缘的能力，联动边缘和云端的数据，

为企业提供完整的边缘和云协同的一体化服务的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中兴通讯推出了边缘计算产

品，提供从硬件到软件全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多

种边缘计算系统级方案，在边缘计算平台上提

供多种高算力的应用的资源；数梦工场推出统一

的 DT 资源管控产品，提供“两领域+三形态”

的融合管控能力，覆盖中心节点领域、边缘节点

领域以及云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三种形态

的统一管控；新华三推出了超融合边缘计算产品 

UIS-Edge，支持多种硬件形态与部署方式，将

云原生能力延伸至边缘，提供完善的设备接入、

边缘计算及云边协同能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云

边端融合解决方案。

工业企业依托丰富的工业场景发挥现场级应

用能力

海尔专门为物联网企业打造的一站式设备管

理平台 COSMO- Edge 平台，提供多源的边缘

设备接入能力与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 支持多

种工业协议解析，提供可视化流式管道，提供

数字化建模与实体映射，提供设备即服务的应用

模式，帮助用户快速构建物联网应用， 实现数

字化生产，助力于企业效益提升；树根互联提

供的开放物联平台，提供物联网关 Gateway、

根云 T-Box 车载物联盒、根云连接器、根云物

联代理开放平台等一系列覆盖主流工业控制器和

工业协议解析，实现全行业各类设备一站式快速

接入，提供便捷、便宜、开放的设备接入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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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商依托 5G 全面部署MEC

移动边缘计算（MEC）是利用无线接入网络

就近提供电信用户 IT所需服务和云端计算功能，

实现计算及存储资源的弹性利用。

多接入边缘计算（MAEC）则是将边缘计算

从电信蜂窝网络进一步延伸至其他无线接入网

络。

中国移动已在全国 10 省 20 多个地市现网

开展 MEC 应用试点， 尝试构建基于边缘 TIC 的 

MEC 端到端方案验证平台，并基于 5G 边缘云

技术在 VR 上进行相关应用，未来将从标准、技

术、产业三方面增强 MEC 与 5G 的结合；中国

联通在 2018 年发布《中国联通 Edge- Cloud 平

台架构及产业生态白皮书》，并在 15 个省市进

行规模试点及试商用网络建设，计划 2019 年面

向 5G 平滑演进，基于 Edge- Cloud 平台打造智

慧港口、智能驾驶、智慧场馆、智能制造、视频

监控、云游戏、智慧医疗等 30 余个试商用样板

工程；中国电信在深圳召开的5G 创新合作大会

上对外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基于分布式开放平台的

边缘计算 MEC 平台，该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能

服务，支持固定/移动网络接入、第三方能力/应

用灵活部署以及边缘能力统一开放， 可应用于工

业互联网、高清视频、车联网等行业。

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如何协同

以物联网场景举例。物联网中的设备产生大

量的数据，数据都上传到云端进行处理，会对云

端造成巨大的压力，为分担中心云节点的压力，

边缘计算节点可以负责自己范围内的数据计算和

存储工作。同时，大多数的数据并不是一次性数

据，那些经过处理的数据仍需要从边缘节点汇聚

集中到中心云，云计算做大数据分析挖掘、数据

共享， 同时进行算法模型的训练和升级，升级后

的算法推送到前端，使前端设备更新和升级，完

成自主学习闭环。同时，这些数据也有备份的需

要，当边缘计算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存储在云

端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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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边缘计算需要通过紧密协同才能

更好地满足各种需求场景的匹配，从而最大化体

现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应用价值。同时，从边

缘计算的特点出发，实时或更快速的数据处理和

分析、节省网络流量、可离线运行并支持断点续

传、本地数据更高安全保护等在应用云边协同的

各个场景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二、云边协同九大应用场景

本白皮书将对云边协同在 CDN、工业互联

网、能源、智能家庭、智慧交通、安防监控、农业

生产等场景中的应用进行介绍，同时对云边协同在

医疗保健、云游戏等场景中的前景进行分析。

（一）云边协同在 CDN 场景中的应用

价格和网络成为 CDN 发展痛点

价格过高。随着国内互联网的大踏步发展，

CDN 服务作为互联网内容的快递员，显得越发重

要了。对于专业的CDN 服务商，其专注核心业务

的发展，易扩大经营规模，进入市场较早，具有

成熟的运营机制和较高的服务能力。但由于CDN 

运营的不灵活导致带宽资费设置不灵活，不能按

需索取，导致 CDN 价格居高不下。

占用网络资源带宽。视频类业务的快速增

长对移动运营商的网络承载能力带来了很大的冲

击。当前移动网的CDN 系统一般部署在省级IDC 

机房，并非运行于移动网络内部，离移动用户较

远，仍然需要占用大量的移动回传带宽，服务的

“就近”程度尚不足以满足对时延和带宽更敏感

的移动业务场景。另外，目前OTT 厂家已经规模

部署了很多 CDN 节点，但 CDN 主要部署在固网

内部，移动用户访问视频业务均需要通过核心网

后端进行访问，对运营商的网络资源传输带宽带

来了很大的挑战。

CDN 与边缘云结合向下一代内容分发平台

升级

随着目前 5G 的部署，配合 AI 技术、大数

据、云计算、IoT 等， 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将

让互联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阶段的 CDN 架

构已经无法满足 5G 时代的应用需求，CDN 将

迎来以边缘云+AI 的新发展，以快速响应需求并

实现服务能力、服务状态和服务质量的更加透

明。通过将CDN 部署到移动网络内部，比如借

助边缘云平台将vCDN（virtual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虚拟内容分发网络）下沉到运营商的

边缘数据中心中，将大大缓解传统网络的压力，

并且提升移动用户视频业务的体验。基于云边协

同构建CDN，不仅在中心IDC 的基础上扩大 CDN 

资源池，同时还可以有效的利用边缘云进一步提

升CDN 节点满足资源弹性伸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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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云边协同适用于本地化+热点内容频繁

请求的场景，适用于商超、住宅、办公楼宇、校

园等。

对于近期热点视频和内容，可能出现本地

化频繁请求，通过一次远端内容回源本地建立 

vCDN 节点之后，本地区内多次请求热点内容均

可从本地节点分发，提高命中率，降低响应时

延，可提升 QoS 指标。同理，还可将此类过程

应用于 4K、8K、AR/VR、3D 全息等场景，本地

化快速建立场景和环境，同时提高用户体验，降

低眩晕感和延迟卡顿。 

典型案例

中国电信自主研发的内容边缘化分发缓存的

虚拟网络（EECDN）。相比传统CDN，边缘节

点更加下沉，将内容分发能力延伸至区县级，将

源站内容分发至最接近用户的节点，使用户可就

近获取所需内容， 解决带宽及性能带来的访问

延迟问题，从而提高用户访问的响应速度和成功

率，适用于站点下载加速、点播、直播等场景。

（二）云边协同在工业互联网场景中的应用

工业互联网助力工业企业智能化转型

近年来，在国家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推动下，

工业领域的需求在持续复苏，但在人们对于物质

品质需求不断提高、人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上游

材料成本提升等多重因素下，逼迫工业企业向智

能化靠拢。工业互联网凭借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的特点， 成为工业企业

向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综合信息基础设施。

云边协同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支

持以及生态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工业互联网产

业正在迅猛发展。据IDC 预测，到 2020 年全球

将有超过 50%的物联网数据将在边缘处理，而工

业互联网作为物联网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延伸，也

继承了物联网数据海量异构的特点。在工业互联

网场景中，边缘设备只能处理局部数据，无法形

成全局认知，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需要借助云计算

平台来实现信息的融合，

因此，云边协同正逐渐成为支撑工业互联网

发展的重要支柱。

工业互联网的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协同工作,在

边缘计算环境中安装和连接的智能设备能够处理

关键任务数据并实时响应，而不是通过网络将所

有数据发送到云端并等待云端响应。设备本身就

像一个迷你数据中心，由于基本分析正在设备上

进行，因此延迟几乎为零。利用这种新增功能，

数据处理变得分散，网络流量大大减少。云端可

以在以后收集这些数据进行第二轮评估，处理和

深入分析。

同时，在工业制造领域，单点故障在工业级

应用场景中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因此除了云端

的统一控制外，工业现场的边缘计算节点必须具

备一定的计算能力，能够自主判断并解决问题，

及时检测异常情况，更好的实现预测性监控，提

升工厂运行效率的同时也能预防设备故障问题。

将处理后的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存储、管理、态

势感知，同时，云端也负责对数据传输监控和边

缘设备使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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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四川爱联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在工厂的网

络边缘层部署边缘计算设备及配套设备，边缘计

算设备通过数据采集模块从所有 PLC 设备采集

实时数据，存储于实时数据库内，供 MES、

ERP 等其他功能模块、系统调用处理，建立

起工单、物料、设备、人员、工具、质量、产

品之间的关联关系，保证信息的继承性与可追

溯性，在边缘层快速建立一体化和实时化的信

息体系，满足工业现场对实时性要求，实现工

业现场的传感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的数

据接入，提供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推理阶段）等服务。由边缘计算设备接入云

端，实现大量、异地分布的数据接入，既可以

向生产管理人员提供车间作业和设备的实际状

况，也可以向业务部门提供客户订单的生产情

况， 还能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计算出直接物料的

成本、产量、设备故障、消耗等，构建云端-

边缘协同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云边协同在能源场景中的应用

传统能源行业信息化转型痛点

电力、石油石化等传统能源行业的信息化具

有接入设备多、服务对象广泛、信息量大、业务

周期峰值明显等行业特色。云计算技术虚拟化、

资源共享和弹性伸缩等特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服务

对象广泛及业务周期峰值等问题，但对于海量接

入设备产生的大量数据，如果全都上传至云端进

行处理，一方面会给云端带来过大的计算压力；

另一方面会给网络带宽资源造成巨大的负担。同

时，由于电力、石油企业涉及的很多终端设备、

传感器处于环境极端、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大

部分都没有很好的网络传输条件，无法满足原始

数据的大批量传输工作。

2. 云边协同助力传统能源产业向能源互联网

升级

能源互联网是一种互联网与能源生产、传

输、存储、消费以及能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源产

业发展新形态，具有设备智能、多能协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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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成、供需分散、系统扁平、交易开放等主要特

征。

在传统能源产业向能源互联网升级的过程

中，利用云计算和边缘计算两方的优势，可以加

速升级过程。

以石油行业为例，在油气开采、运输、储存

等各个关键环节，均会产生大量的生产数据。

在传统模式下，需要大量的人力通过人工抄

表的方式定期对数据进行收集，并且对设备进行监

控检查，以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抄表员定期将收

集的数据进行上报，再由数据员对数据进行人工的

录入和分析，一来人工成本非常高，二来数据分析

效率低、时延大，并且不能实时掌握各关键设备

的状态，无法提前预见安全事件防范事故。

而边缘计算节点的加入，则可以通过温度、

湿度、压力传感器芯片以及具备联网功能的摄像

头等设备，实现对油气开采关键环节关键设备的

实时自动化数据收集和安全监控，将实时采集的

原始数据首先汇集至边缘计算节点中进行初步计

算分析，对特定设备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并进行

相关的控制。此时需要与云端交互的数据仅为经

过加工分析后的高价值数据，一方面极大的节省

了网络带宽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云端后续进一步

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提供了数据预加工服务，

为云端规避了多种采集设备带来的多源异构数据

问题。

云边协同中，要求终端设备或者传感器具备

一定的计算能力，能 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实时

处理，进行本地优化控制，故障自动处理， 负荷

识别和建模等操作，把加工汇集后的高价值数据

与云端进行交互， 云端进行全网的安全和风险分

析，进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模式识别、节能和

策略改进等操作。同时，如果遇到网络覆盖不到

的地区，可以先在边缘侧进行数据处理，在有网

络的情况下将数据上传到云端，云 端进行数据存

储和分析。

典型案例

浪潮云的智慧能源管理解决方案，通过智

能物联网网关连接终端感知层的水表、电表、燃

气表、热能表等设备，在边缘侧实时采集设备数

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实现对终端设备的能

搞管理、安全预警、无功补偿等操作，并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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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断点续传；同时将分析后的数据上

传到云端，云端对数据进行表码分析、用量

分析、需量分析等大数据处理，同时存储大量数

据，用户可以随时查询历史记录。

云边协同在智能家庭场景中的应用

智能化信息服务逐步进家入户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逐步发展、网络技术的

日益完善、可应用网络载体的日益丰富和大带宽

室内网络入户战略的逐步推广，智能化信息服务

进家入户成为可能。智慧家庭综合利用互联网技

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控制技术等，将家庭局域

网络、家庭设备控制、家庭成员信息交流等家庭

生活有效结合，创造出舒适、便捷、安全、高效

的现代化家居生活。

云边协同赋予智能家庭新内涵

在家庭智能化信息服务进家入户的今天，

各种异构的家用设备如何简单地接入智能家庭网

络，用户如何便捷地使用智能家庭中的各项功能

成为关注焦点。

在智能家庭场景中，边缘计算节点（家庭网

关、智能终端）具备各种异构接口，包括网线、

电力线、同轴电缆、无线等等，同时还可以对大

量异构数据进行处理，再将处理后的数据统一上

传到云平台。用户不仅仅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边缘

计算节点，对家庭终端进行控制， 还可以通过访

问云端，对长时间的数据进行访问。

同时，智能家庭云边协同基于虚拟化技术的

云服务基础设施，以多样化的家庭终端为载体，

通过整合已有业务系统，利用边缘计算节

点将包括家用电器、照明控制、多媒体终

端、计算机等家庭终端组成家庭局域网。

边缘计算节点再通过互联网（未来 5G 时代

还会通过 5G 移动网络）与广域网相连，继而与

云端进行数据交互，从而实现电器控制、安全保

护、视频监控、定时控制、环境检测、场景控

制、可视对讲等功能。

未来，智能家庭场景中云边协同将会越来

越得到产业链各方的重视，电信运营商、家电制

造商、智能终端制造商等都会在相应的领域进行

探索。在不远的将来，家庭智能化信息服务业不

仅仅限于对于家用设备的控制，家庭能源、家庭

医疗、家庭安防、家庭教育等产业也将于家庭智

能化应用紧密结合，成为智能家庭大家族中的一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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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小米家居智能防盗方案，通过门窗传感器+

网关+智能摄像头的 组合，当门、窗推开，两只

传感器错位，网关发出高分贝警报声同时 闪烁红

色警报光，智能摄像头开启，录像上传云端，同

时通知手机 App；警报声如果没有吓走入侵者，

智能摄像头拍摄画面稍有异动（比如画面中闪过

一个人影），立刻抓拍前后十五秒录像上传云端

保存，实时 记录家庭内部情况。

云边协同在智慧交通场景中的应用

智慧交通发展中的痛点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如

何提高整个交通系统效率、提升居民出行品质是

智慧交通最重要的关注点和挑战。在传统模式

中，创新技术如何从实验室中落地到实际的交

通应用中、各种传感器和终端设备标准如何统

一规范、信息如何共享、大量生成数据如何及

时进行处理等已经成为制约智慧交通发展的瓶

颈。

智慧交通借助云边协同向车路协同发展

车路协同，是智慧交通的重要发展方向。车

路协同系统是采用先进的无线通信和新一代互联

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车路动态实时信息

交互，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

础上开展车辆主动安全控制和道路协同管理，充

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同，保证交通安全，提高

通行效率，从而形成的安全、高效和环保的道路

交通系统。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18 年底，我国汽

车保有量已突破 2.4 亿。

·辆，汽车驾驶人达到 3.69 亿人。

可以预见，车路协同在我国有巨大的市场空

间，这为智慧交通在我国的发展和落地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试验场”。

过去各方对于智慧交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

车端，例如自动驾驶， 研发投入也主要在车的智

能化上，这对于车的感知能力和计算能力提 出了

很高的要求，导致智能汽车的成本居高不下。另

一方面，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自动驾驶车辆在

传统道路环境中的表现仍然不尽人意。国内外各

大厂商逐渐意识到，路侧智能对于实现智慧交通

是不可或缺 的，因此最近两年纷纷投入路侧的智

能化，目标是实现人、车、路之 间高效的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

在实际应用中，边缘计算可以与云计算配

合，将大部分的计算负 载整合到道路边缘层，并

且利用 5G、LTE-V 等通信手段与车辆进行 实时

的信息交互。未来的道路边缘节点还将集成局部

地图系统、交通信号信息、附近移动目标信息和

多种传感器接口，为车辆提供协同决 策、事故预

警、辅助驾驶等多种服务。

与此同时，汽车本身也将成为 边缘计算节

点，与云边协同相配合为车辆提供控制和其他增

值服务。汽车将集成激光雷达、摄像头等感应装

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与道路 边缘节点和周边

车辆进行交互，从而扩展感知能力，实现车与

车、车 与路的协同。云计算中心则负责收集来自

分布广泛的边缘节点的数据，感知交通系统的运

行状况，并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为边缘

节 点、交通信号系统和车辆下发合理的调度指

令，从而提高交通系统的 运行效率，最大限度的

减少道路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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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兴通讯将视频监控与智能车辆控制相结

合，在广西联通（柳州） 部署了自动泊车系统。

此系统通过摄像头在停车场采集视频图像，由边

缘云上的第三方应用进行视频本地处理和识别。

识别后的车辆信息和位置信息通过电信核心网回

传到部署有车辆控制应用的中心云中进行车辆泊

车控制处理。无需在摄像头本地进行视频处理和

分析，也不用全部视频回传到后端服务器处理。

从而达到降低摄像头成本，提升传输和控制效率

的目的。

云边协同在安防监控场景中的应用

安防监控传统部署方式对网络和成本的要求

较高

目前安防监控领域，从部署安装角度，一般

传统的监控部署采用有线方式，有线网络覆盖全

部的摄像头，布线成本高，效率低，占用大量有

线资源。采用WiFi 回传的方式，WiFi 稳定性较

差，覆盖范围较小，需要补充大量路由节点以保

证覆盖和稳定性。传统方式下需要将监控视频通

过承载网和核心网传输至云端或服务器进行存储

和处理，不仅加重了网络的负载，业务的端到端

时延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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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量的摄像采集终端都配备较强的数

据采集能力，一方面对摄像头的整体架构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尺寸体积固定和耗电量较低

的情况下，保证处理能力和便捷安装，同时另一

方面又尽可能的保障摄像采集端成本较低，是一

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云边协同引领安防智能化技术潮流

基于上述诉求，可以将监控数据分流到边

缘计算节点（边缘计算业务平台），从而有效降

低网络传输压力和业务端到端时延。此外，视频

监控还可以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在边缘计算节点

上搭载 AI 人工智能视频分析模块，面向智能安

防、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等业务场景， 以低时

延、大带宽、快速响应等特性弥补当前基于 AI 

的视频分析中产生的时延大、用户体验较差的问

题，实现本地分析、快速处理、实时响应。

云端执行AI 的训练任务，边缘计算节点执

行 AI 的推论，二者协同可实现本地决策、实时

响应，可实现表情识别、行为检测、轨迹跟踪、

热点管理、体态属性识别等多种本地 AI 典型应

用。

典型案例

华为云基于IEF平台的安平监控系统，通过

在边缘的视频预分析，实现园区、住宅、商超等

视频监控场景实时感知异常事件，实现事前布

防、预判，事中现场可视、集中指挥调度，事后

可回溯、取证等业务优势。边缘侧视频预分析，

结合云端的智能视频分析服务，精准定位可疑场

景、事件，不需要人工查询大量监控数据，效率

高；通过云端可对边缘应用全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降低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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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信息化发展痛点和趋势

农业是万亿级规模的市场，但现阶段，我国

农业信息化发展相对较为落后，信息化程度低。

采集信息和数据不准确，带宽和网络覆盖不全

面、生产风险不可控是传统农业信息化发展的三

大痛点。

未来农业信息化必将向智慧农业进行转型，

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农业

将成为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趋势。

云边协同加速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

智慧农业是农业生产的高级阶段，是集新兴

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

一体，依托部署在农业生产现场的各种传感节点

和无线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

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

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

智能化决策。

以智慧大棚为例：针对条件较好的大棚，安

装有电动卷帘，排风机，电动灌溉系统等机电设

备，通过云端可实现远程控制功能。农户可通过

手机或电脑登录云端系统，控制温室内的水阀、

排风机、卷帘 机的开关；也可在云端设定好控制

逻辑，云端将控制逻辑下放到边缘 控制设备，

边缘控制设备通过传感设备实时采集大棚环境的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土壤水

分、土壤温度、棚外温度与风速 等数据，自动根

据内外情况自动开启或关闭卷帘机、水阀、风机

等大 棚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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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阿里云智能大田作物种植解决方案，通过运

用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可实时远程获取大田种

植园的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云端， 经过

作物生长模型分析适宜作物生长的各种条件，云

端将分析后的模型下放到智能网关，智能网关根

据模型和传感器采集到信息，对大田种植园中的

各种设备实时进行控制，保证种植园的空气温湿

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CO2 浓度、光照强

度。同时云边协同还可以根据作物长势或病虫草

害情况，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减少病

害发生，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

云边协同在医疗保健场景中的应用分析医疗

保健行业发展迅速后的担忧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医疗健康

产业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产业规模从2011 年的 

1.6 万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3.9 万亿元，2016 

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6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8%，2017 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5.1 万亿元。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

出，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健康产业总规模将超

过 8 万亿元。

在医疗保健行业迅速发展的背后，在医疗信

息化互联互通还存在着一些担忧。

信息集成困难，如何全面集成门诊、急诊、

住院、查体等不同类型的就诊记录，如何长期管

理和再现历史数据成为了难以实现的目标。智能

化效果堪忧，医院的智能化服务水平偏低，复杂

多样的智能化规则和电子病历无法集成，多种人

工智能产品无法纳入工作流程。数据收集困难，

工作量大、数据缺失、数据共享困难，业务系

统与科研数据采集难以统一等数据收集方面

也成为了拦路虎。 

医疗保健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医疗设备在人们日常保健应用比例的提

高，产品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值得关注的

还是安全性、可靠性、易用性等人性化要求。医疗

保健行业中患者的数据是极为隐私的，必须加以安

全保护，另一方面，诊断精度直接影响设备诊断结

果，这必然也是未来产品设计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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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医疗保

健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便携化、智能化

和多功能化。便携式移动医疗、大数据分析、云

服务等智能医疗迎来发展热潮并在个体群体之间

不断创新。

云边协同助力医疗保健向智能医疗升级

目前，用于生命体征监测的可穿戴设备正在

快速发展，其中低功耗、小尺寸和设计简单性已

经成为方案设计中的关键所在。

包括智能手表在内的腕戴式健身和健康设

备越来越受欢迎，这些设备不仅具有步进跟踪功

能，而且提供相关的健身/健康指标，包括受力分

析参数以及基础心率和心率变异分析等功能。

但是，要真正地从所收集的海量数据中获

益，实时分析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许多的可穿

戴设备直接连接到云上，但也有其他的一些设备

支持离线运行，一些可穿戴健康监控器可以在不

连接云的情况下本地分析脉搏数据或睡眠模式，

然后，医生可以远程对病人进行评估，并就病人

的健康状况提供即时反馈。

例如，能够独立分析健康数据的心率监视器

可以立即提供必要的响应，以在患者需要帮助时

提醒护理者。同时监视器将分析后的数据上传到

云端，在云端进行 AI 分析，记录患者长期的健

康情况，为医生和患者提供病情分析，辅助进行

下阶段治疗。

同时，机器人辅助手术是医疗保健中云边

协同的另一个用例，这些机器人需要能够自己分

析数据，以便安全、快速和准确地为手术提供帮

助；同时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在云端进行AI 学

习，完善机器人程序，并在适当时机将学习完成

的模型下发到机器人终端。

云边协同在云游戏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游戏市场火热背后的隐患

根据 Newzoo2018 全球游戏市场报告显

示，2018 年全球游戏市场达到1379 亿美元的市

场规模，其中中国达到 379 亿美元，占全球游戏

收入的28%，从2017 年至2021 年，全球游戏市

场将以10.3％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21 年

将达到1801 亿美元。同时，Newzoo

还指出到 2021 年，移动游戏将占据全球游

戏市场 59％的份额，并将本身成为一个价值千亿

美元的市场。

虽然游戏市场持续火热，但游戏厂商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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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对未来游戏的发展也存有相当大的担心。越

来越高的游戏设备要求和价格，现在游戏画面越

来越丰富、逼真，动辄几十 G 的游戏容量，更

有甚者需要上百G 的硬盘来安装游戏；同时，高

端的视频处理器和音频处理器也是必备装备，以

《最终幻想 15》为例，玩家想要充分体验游戏质

感，需要使用最高端的RTX 2080Ti 显卡，而该显

卡的价格为近万元，为一款游戏而更换终端配置

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玩家都可以接受的。游戏流量

不断变化，游戏领域的特点是：快速开发，用户

爆发量大，生命周期短，传统的游戏做法是预先

部署服务器，那么结果就是要么用户数不足而导

致 IT 资源闲置，要么用户数激增导致短时间（一

两周内）服务器已经满负荷运转，两种结果都是

游戏厂商无法接受的。游戏终端之间不兼容，现

在的游戏终端越来越多，一款游戏想同时在电

视、电脑、平板、手机、AR/VR 等终端上进行体

验是游戏厂商和玩家的共同愿望。

“云游戏”迅猛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5G 网络已经成为

现实的今天，“云游戏”这个名词也开始被越来

越多的厂商利用，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玩家所期

待。  

所谓“云游戏”，就是所有游戏都在云端服

务器中运行，云端将渲染完毕后的游戏画面压缩

后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发送到终端。在终端，用

户的游戏设备不需要任何高端处理器和显卡，只

需要具备基本的视频解压和指令转发功能即可。

在 2018 年，已经有 AT&T、Verizon 等电信

巨头以及微软、亚马逊等 IT 巨头先后公布了云

游戏相关的测试或者布局。在2019 年的 MWC 

上，国内手机厂商OPPO 和一加也分别展示了

相关的云游戏服务。根据第三方机构的预测，

全球云游戏市场将从  2018 年的0.66 亿美元增

加到 2023 年的 4.5 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47％。

云边协同助力云游戏实现升级

以 AR 为例，应用程序需要通过相机的视

图、定位技术或将两者结合起来，判断用户处于

哪个位置以及面向哪个方向。对位置和方向信息

加以分析之后，应用程序可以实时向用户提供其

他信息。而当用户移动后，需要刷新该信息。边

缘计算将计算任务卸到边缘服务器或移动端上，

降低平均处理的延时。前景的交互放在云上，背

景则交给移动端，最终实现完整的 AR 体验。

再以大家耳熟能详的 LOL、守望先锋、王者

荣耀，再到现在的绝地求生、APEX  等，“多人

游戏多人竞争”似乎成为近几年游戏的风向。而

多人游戏对带宽和延迟的要求可不是一般的高。

可以通过应用云边协同，同一区域的玩家通过连

接一个边缘计算节点，大大减少他们的延迟；同

时云端运行游戏，减少本地游戏体积，使玩家可

以方便、快捷地接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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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协同发展建议

（一）以应用为导向 稳步推进计算能力向边

缘侧下沉

当前边缘计算的概念过热，各类靠近用户

侧的产品和业务都容易被冠以边缘计算的帽子，

实际上并不利于边缘计算的发展，也不利于云边

协同的尽快推进。建议产业界仍应保持理性，从

典型场景的业务需求出发，在企业上云的大环境

下，综合成本因素和实际效果，逐步探索将部分

计算能力下沉到边缘侧，切忌过于着急将计算能

力边缘化部署。

（二）加快标准体系建设 注重协同能力规范

加快云边协同标准体系建设。目前针围绕边

缘云等边缘侧的标准已经有所考虑，但针对云边

协同的标准仍处于缺位状态。建议相关研究机构

从整体布局之初，就将中心云与边缘侧的协同框

架进行标准化设计。可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完善

云边协同应用场景能力要求的标准体系，加快制

定相关协同技术、服务和应用标准，引导企业提

升云边协同服务水平，保障云边协同健康发展。

只有在有效协同云计算与边缘计算二者的

前提下，才能满足部分场景在敏捷连接、实时业

务、数据优化、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计算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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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协同参考框架主要涉及云计算和边缘计

算节点在基础设施、平台、应用三个层面的全面

协同， 基础设施层面主要指，IaaS 与ECIaaS 之

间需要实现计算、网络、存储等方面的资源协

同；平台层面主要指，PaaS 与 ECPaaS 之间需

要实现数据协同、智能协同、服务编排协同和部

署协同；应用层面主要指，SaaS 与 ECSaaS 之

间需要实现应用服务协同。除此之外，云边协同

在资源、平台、应用的基础上面还需要考虑计

费、运维、安全等方面的协同。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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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讲解分析思维，分别是

数据分析方法、指标体系构建、排查数据问题思

维，将会分为三篇文章来写，本文是这个章节的

第一篇--数据分析方法。

1.为什么要讲解数据分析的方法？

如果把企业的发展看做是一场战役的话，那

么数据分析就是这场战役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量

级军队，而数据分析方法就是这支军队的武装力

量，对应着战斗机、大炮、导弹等杀伤性武器。

只有牢牢掌握了这些方法、手段，才能将数据分

析的威力发挥出来。

2.本文的课程目标是什么？

作为一门入门课程，本文会尽可能从一个相

对全局的视角，带领大家了解下各种方法，主要

目的是让大家对数据分析方法有一个整体上的认

识，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意识地去尝试各种方法。

3.本文的讲解思路是？

第一部分，讲解数据分析的常见应用场景以

及它们的差异。

第二部分，分别讲解各场景下适用的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讲解一下数据分析的一般步骤。

 数据分析的应用场景

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数据分析的支

撑，那么企业中数据分析的应用场景一般有哪些

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了解业务现状，

二是分析问题原因，三是基于数据驱动创新。接

下来我们逐个展开说明。

1、了解业务现状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企业的业务要想

持续发展，必然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因此通

过数据分析的手段，将各种已经数据化的业务，

进一步转变为各种指标，通过指标数据，进而对

企业的各个业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因此，

这种应用场景占比最大，数据分析师的大部分工

作内容都是在评估各个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价值

产出，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2、分析问题原因

有了数据指标后，我们就可以对业务的实

际情况有个客观的认识。这时我们会发现某些业

务数据结果不理想，或者数据呈现出不好的趋

势等。这时就要借助数据分析方法，来定位到问

题的原因，寻求解决方案。并且在解决方案上线

后，可以进行持续地追踪，观察评估方案效果。

3、数据驱动创新

数据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客观认识当前现状，

更在于可以有效帮助企业的业务决策，驱动业务

创新。例如，通过数据挖掘用户的喜好，出其不

意，“投其所好”，让用户有更好的产品体验，

为每一个用户提供专属的个性化服务，实现精准

服务，精准营销。

 数据分析的方法

1、搭建指标体系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入门20-数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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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要想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就需

要将各种业务数据收集起来，转化为各种指标，

并最终汇聚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因为只有数

据化，才能够相对客观。那么，什么样的指标体

系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会在

下一篇文章中详细解答。

指标体系中，通常使用的都是基础的统计方

法，如求和、求平均、计数、去重计数、占比分

析、留存率等，然后再叠加各种维度分组，形成

一个庞大的指标树。

2、基于问题分析

除了搭建指标体系外，数据分析师工作的另

一大工作内容是基于特定问题的分析，例如寻找

最近一个季度成交额下滑的主要原因、分析日活

用户会员转化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因素等。这类问

题相对复杂，可能一开始并没有清晰的方向，那

么就需要借助一些分析手段，有目的性地探索分

析。接下来我们会逐个来讲解下各个分析方法及

其适用场景。

2.1 维度分解

维度分解是最常用的分析手段，当一个异常

数据指标过于宏观时，可以通过对其多种维度的

拆解分析，将其微观化。例如，遇到日活下降的

问题，可以分析地区、应用版本、时段、渠道、

系统版本、终端型号等维度的日活趋势，从而获

取更加精细的数据洞察，寻找可能的影响因素。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且有些

无从下手时，通过维度分解，先把指标拆细，然

后再针对疑点继续追踪深挖。

2.2 漏斗分析

漏斗分析，又叫转化漏斗，顾名思义，就是

将一个特定过程的多个步骤间的转化情况，以漏

斗的形式展示出来，通过图形直观地发现流失最

严重的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去进行优化。

漏斗分析解决的是关于流程的问题，一切流程

转化的问题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直观地分析。

2.3 留存分析

留存分析是观察不同的用户特征、行为、活

动刺激等对留存率的影响大小的一种分析方法。

它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影响用户留存的关键因素。

因为，获取用户是有一定成本的，如果新获取的

用户大部分都留不住，那么拉新的投入产出比就

会很低。

因此，留存分析常用于如何提升用户留存率

这类问题的分析中。

2.4 矩阵分析

矩阵分析，又叫象限分析，是借助二维或者

三维坐标系，将要分析的几个对象的指标逐个填

入坐标系的对应位置，从而完成合并归类的一种

分析方法。例如，针对渠道拉新质量的分析，可

以将每个渠道的新增用户数和活跃用户数填入二

维坐标系中，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轻松地完成渠道归类，针对不

同类别采取不同的优化策略。因此矩阵分析适合

需要做简单归类的问题。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留存

问题，你也可以把平均留存率这个指标放进来，

成为一个三维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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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B测试分析

AB测试分析，是通过将用户或者其他因素

进行分组对照试验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并评

估对比各方案的优劣。AB测试分析，被认为是最

科学的数据分析手段之一，因为它尽可能地排除

了其他干扰因素，有成熟的统计学理论做支撑，

而且试验结果一目了然。

2.6 其他分析方法

还有很多其他的分析方法，如相关性分析、

聚类分析、行为轨迹分析等，各有自己的应用场

景。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实际工作

中，通常是将多种方法结合着使用，效果更好。

3、基于场景分析

数据驱动业务创新，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从

现有业务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汇聚成对

业务的认识知识，并进一步将知识应用到产品中

去的智慧。从应用角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融

入到现有产品业务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用户

体验；二是基于分析结论，创造新的产品，新的

业务。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下：

3.1 用户画像

大多数的公司，尤其是ToC的互联网公司，

都会构建自己的用户画像。构建用户画像的目的

和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可以提升用户体

验，为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而用户画像

的构建过程就是基于各种数据分析完成的。

3.2 商业智能

基于已有的业务数据，深入挖掘用户的使用

习惯，从而开拓新业务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最

知名的案例之一，就是Netflix公司基于用户的观

影数据，深入挖掘用户的喜好，大胆预测了《纸

牌屋》这部美剧的受欢迎程度，使得这部当时普

遍不被主流媒体看好的政治题材作品，得以和广

大观众见面，并取得最后的巨大成功。

 数据分析的一般步骤

这一部分我们来讲解下，数据分析的一般步

骤，这些步骤并不是要教你按部就班、教科书般

一步不落地去这样做数据分析，而是告诉你一种

思路，在你毫无头绪时，可以试着用这个步骤帮

你找到思路。

主要步骤大致分为以下五步：

第一步，感知问题

这一步的目标是找到核心问题。有时可能

同时接到好几个问题，在动手分析前，先要看下

几个问题是不是有关联关系，相关的问题应该合

并在一起分析，这样可以提升效率。有时你接收

到的可能只是一个现象，你要把现象进行拆解，

转化成要解释的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举个例子，有人告诉你日活数据异常，这只是一

个现象，不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数据异常呢？是

指日活降了算异常，还是日活下降幅度过大算异

常，还是日活趋势不符合历史规律算异常？一定

要把现象转为具体的问题，才好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提出假说

这一步的目标是找到排查的方向。在一开始

的阶段，可以尽可能地头脑风暴出，有可能相关

的因素，然后根据每个因素的相关性或影响权重

排列优先级，最后收敛到几个重要的因素上。这

个过程中可以采用MECE法则，相互独立，完全

穷尽，找出所有相关要素。

所谓的假说，就是一套解释模型，直白点

说就是在逻辑上成立的，因素间相互影响的逻

辑链的推断。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不能有

太多要排查的点，不然效率非常低下，最后也

会发现多数都是死胡同，白白浪费了工作量。

另外，要先发散再收敛，不要一开始就凭经验

确定几个点，这样可能会忽视掉新的因素带来

的影响。



11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第三步，选择表征

数据分析界有句话广为流传，“一切不能被

量化的，就无法被优化”。道理非常简单直白，

无法用数据量化的，就没法评估是否被优化了。

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找到量化指标，通过数据

来定位问题。量化的办法有很多，和具体的业务

场景有很大的关系。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排查的

问题是播放量下降过多，你提出的其中一个假说

是，近期电影频道没有好的内容，可能导致用户

找不到好看的电影，进而导致整体播放量下滑。

那么，你至少要选取两个指标，一个是对比分析

各频道节目播放量下滑比例和下降绝对值，看下

电影频道是不是下降最突出的那个，二是电影频

道播放量和总体播放量趋势的对比，看下电影频

道和总体的数据趋势是否保持高度一致。

选取指标时，也不是越多越好，尽可能要收

敛到重要的指标上，避免过于发散，耗费巨大人

力。

第四步，收集数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思路没数据，也

是白搭。不过，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通常数据

不是大问题，在目前国内还相对开放的环境下，

数据收集通常都会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进来了。

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点是，不要受数据的限

制，有时没有直接数据，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

的指标间接达到目的，也是可以的。

第五步，分析验证

有了前四步的准备，这一步就是顺水推舟

的事情了。通常使用常规的数据统计方法结合前

面讲到的几种数据分析方法都是可以解决大部分

的数据分析问题。这里要强调的是，数据分析后

得到的数据和结论，一定要经过验证，否则容易

出错。验证的方法有很多种，首先是可以查看一

下分析结果数据，查看是否存在疑点，如果有，

就一定要找到原因；另外，也可以通过其他指标

来侧面验证下结论，或者是基于结论做下简单推

导，然后用数据验证推导后的结论是否正确。在

没有更多数据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

你的分析和推导过程讲给另一位分析师听，检验

是否存在漏洞。

 总结

本文对于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简单的讲解，

主要目标是希望入门的同学能从整体上对数据分

析方法有个初步的认知，更多的分析方法需要在

工作应用中慢慢体会。希望本文对大家的面试和

工作有所帮助。

来源：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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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给互联网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爆

炸，它不仅改变了互联网的数据应用模式，而且

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大数据给互联网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信息

爆炸，它不仅改变了互联网的数据应用模式，而

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大数据时

代，人们认识到大数据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数据分

析的理解，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大数据也给

我们带来了数据采集、分析和使用等难题。

一、数据统计分析的内涵

近年来，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在内的IT通信业迅速发展，数据的快速

增长成了许多行业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和宝贵机

遇，因此现代信息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事实上，大数据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模式、企业运作和经营模式，甚至还引起科

学研究模式的根本性改变。一般意义上，大数据

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机器和软硬件工具

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

集合。网络大数据是指“人、机、物”三元世界

在网络空间中彼此交互与融合所产生并在互联网

上可获得的大数据。

将数据应用到生活生产中，可以有效地帮助

人们或企业对信息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以便采

取适当行动。大数据分析是组织有目的地收集数

据、分析数据，并使之成为信息的过程。也就是

指个人或者企业为了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决策或者

营销等问题，运用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

程。而在大数据中，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向前分

析”，它具有预见性。

二、大数据分析

1、数据可视化分析

数据是结构化的，包括原始数据中的关系数

据库，其数据就是半结构化的，譬如我们熟知的

文本、图形、图像数据，同时也包括了网络的不

同构型的数据。通过对各种数据的分析，就可以

清晰的发现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包括反

映表征的、带有普遍性的广义型知识；用于反映

数据的汇聚模式或根据对象的属性区分其所属类

别的特征型知识；差异和极端特例进行描述的差

异型知识；反映一个事件和其他事件之间依赖或

关联的关联型知识；根据当前历史和当前数据预

测未来数据的预测型知识。当前已经出现了许多

知识发现的新技术，其中之一就是可视化方法。

数据可视化技术有3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与用

户的交互性强。用户不再是信息传播中的受者，

还可以方便地以交互的方式管理和开发数据。第

二，数据显示的多维性。在可视化的分析下，数

据将每一维的值分类、排序、组合和显示，这样

就可以看到表示对象或事件的数据的多个属性或

变量。第三，最直观的可视性特点。数据可以用

图像、曲线、二维图形、三维体和动画来显示,并

如何统计和分析利用网络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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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其模式和相互关系进行可

视化分析。

2、数据挖掘算法

数据挖掘是指数据库中的

知识发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9年美国底特律市召开的

第一届KDD国际学术会议上，

而第一届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

(Data Mining，DM)国际学术

会议是1995年加拿大召开的，

会议上将数据库里存放的数据

生动地比拟成矿床，从而“数

据挖掘”这个名词很快就流传

开来。数据挖掘的目的是在杂

乱无章的数据库中，从大量数

据中找到有用的、合适的数

据，并将其隐含的、不为人知

的潜在价值的信息揭示出来的

过程。事实上，数据挖掘只是

整个KDD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数据挖掘的定义没有统一

的说法，其中“数据挖掘是一

个从不完整的、不明确的、大

量的并且包含噪声的具有很大

随机性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

取出隐含其中、事先未被人们

获知、却潜在有用的知识或模

式的过程”是被广泛接受的定

义。事实上，该定义中所包含

的信息——大量真实的数据源

包含着噪声；满足用户的需求

的新知识；被理解接受的而且

有效运用的知识；挖掘出的知

识并不要求适用于所有领域，

可以仅支持某个特定的应用发

现问题。以上这些特点都表现

了它对数据处理的作用，在有

效处理海量且无序的数据时，

还能够发现隐藏在这些数据中

的有用的知识，最终为决策服

务。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说，

数据挖掘就是利用一系列相关

算法和技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

取出为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和知

识，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知识，

可以以概念、模式、规律和规

则等形式呈现出来。

3、预测性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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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分析最终要实现的应用

领域之一就是预测性分析，可

视化分析和数据挖掘都是前期

铺垫工作，只要在大数据中挖

掘出信息的特点与联系，就可

以建立科学的数据模型，通过

模型带入新的数据，从而预测

未来的数据。作为数据挖掘的

一个子集，内存计算效率驱动

预测分析，带来实时分析和洞

察力，使实时事务数据流得到

更快速的处理。实时事务的数

据处理模式能够加强企业对信

息的监控，也便于企业的业务

管理和信息更新流通。此外，

大数据的预测分析能力，能

够帮助企业分析未来的数据信

息，有效规避风险。在通过大

数据的预测性分析之后，无论

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比之

前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大数据。

如 何 统 计 和 分 析 利 用 网

络大数据？中琛魔方大数据

（www.zcmorefun.com）表

示尽管当前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良好，但网络大数据对于存储

系统、传输系统和计算系统都

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现有

的数据中心技术很难满足网络

大数据的需求。因此，科学技

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大数据的支

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大数据的

革命需要考虑对IT行业进行革

命性的重构。网络大数据平台

（包括计算平台、传输平台、

存储平台等）是网络大数据技

术链条中的瓶颈，特别是网络

大数据的高速传输，需要革命

性的新技术。此外，既然在大

数据时代，任何数据都是有价

值的，那么这些有价值的数据

就成为了卖点，导致争夺和侵

害的发生。

来源：CDA数据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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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

查询语言）作为访问和操作关系数据库的标准语

言，不但应用广泛，而且简单易学，因为它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了非技术人员的使用需求。SQL 语

句全都是由简单的英语单词组成；我们只需要说

明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将具体的实现交给数据

库管理系统。

学习编程，你可能会犹豫选择 C++ 还是 

Java；入门数据科学，你可能会纠结于选择 

Python 还是 R；但无论如何，SQL 都是 IT 从业

人员不可或缺的技能！

我们以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 GDP 和人口数

据为例，使用 SQL 数据分析的常用方法，自己

动手来分析一下。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

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活动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GDP 通

常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

标。

本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中的 GDP

（现价美元）和人口总数。为了方便使用，我们

将数据转换成了 SQL 脚本，摘取了全球 217 个

国家和地区 2010-2018 年的 GDP 数据（按照现

价美元进行换算）以及相应的人口数据。案例的

初始化脚本 gdp_data.sql 放在了 GitHub 上，可

以在专栏文章中进行下载。

01 初步探索数据

所有的 GDP 和人口数据都存储在 gdp_data 

表中，我们先熟悉一下该表中的数据：

用 SQL 玩转世界银行全球 GDP 数据

1.SELECT *

2.  FROM gdp_data；

该查询的结果如下（显示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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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包含了 4 个字段：国家/地区名称、年度、人口以及 GDP。接下来统计一下表中包含的行数：

该表中共计有 1953 条数据。再按照国家/地区进行统计：

查询的结果如下（显示部分内容）：

共计有 217 个国家/地区，每个国家/地区有 9 条数据。试试按照年度进行统计：

1.SELECT COUNT(*)

2.  FROM gdp_data；

3.

4.COUNT(*)|

5.--------|

6.1953|

1.SELECT country_name AS "国家/地区", COUNT(*) AS "数据量"

2.  FROM gdp_data

3. GROUP BY country_name；

1.SELECT year AS "年度", COUNT(*) AS "数据量"

2.FROM gdp_data

3.GROUP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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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统计的结果如下：

表中总共有 9 年的数据，每个年度包含 217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

如果想要查看具体国家/地区或者年度的数据，可以通过查询条件实现过滤。以下语句查询中国大

陆 2018 年度的数据：

2018 年中国大陆将近有 14 亿人口，GDP 约为 13.6 万亿美元。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需要确认数据中是否存在缺失值。

1.SELECT *

2.  FROM gdp_data

3. WHERE country_name ='中国'

4.   AND year =2018；

5.

6.country_name|year|population|gdp              |

7.------------|----|----------|-----------------|

8.中国|2018|1392730000|136082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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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查找缺失值

以下查询可以统计人口和 GDP 缺失的记录数：

看看具体哪些记录缺失：

该查询的结果如下（显示部分内容）：

缺失是由于没有统计或者公布相应的数据，我们在后续的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空值的处理。例如，

在分析之前过滤掉这些无效的数据。

1.SELECT COUNT(*)- COUNT(population) AS "人口数据缺失",

2.       COUNT(*)- COUNT(gdp) AS "GDP 数据缺失"

3.  FROM gdp_data；

4.

5.人口数据缺失|GDP 数据缺失|

6.----------|-----------|

7.7|131|

1.SELECT *

2.  FROM gdp_data

3. WHERE population IS NULL

4.    OR gdp IS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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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数据汇总

通过汇总可以对全球总人口和 GDP 数据进行整体了解。以下查询统计了 2018 年的数据：

结果显示 2018 全球人数已经超过 75 亿。其中，ROUND 函数用于对数据进行取整。

再看一下 2018 年的 GDP 数据：

2018 年全球 GDP 约为 83.9 万亿美元。聚合函数自动忽略 NULL 值，因此统计数据中不包含缺失

的记录。

汇总得到的是数据的整体情况。虽然我们知道 GDP 最高值为 20 万亿美元，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地区；因此还需要针对个体进行分析。

1.SELECT SUM(population) AS "总人口",

2.ROUND(AVG(population),0) AS "平均人口",

3.MAX(population) AS "最多人口",

4.MIN(population) AS "最少人口"

5.  FROM gdp_data

6. WHERE year =2018；

7.

8.总人口|平均人口|最多人口|最少人口|

9.----------|-------------|----------|------|

10.7567243296|35033534|1392730000|11508|

1.SELECT SUM(gdp) AS "全球 GDP",

2.  ROUND(AVG(gdp),2) AS "平均 GDP",

3.  MAX(gdp) AS "最高 GDP",

4. MIN(gdp) AS "最低 GDP"

5.  FROM gdp_data

6. WHERE year =2018；

7.

8.全球 GDP   |平均 GDP        |最高 GDP         |最低 GDP    |

9.-----------------|---------------|-----------------|-----------|

10.83886097221674.87|448588755196.12|20494100000000.00|425877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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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数据排行榜

大家都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让我们来用数据验证一下：

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数量仍然最多，同时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非常接近中国。

再来看一下 2018 年度 GDP 的排名信息。除了数据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柱状图：

该查询返回了 2018 年度人口数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地区，我们在第 7 篇中学习了 FETCH 和 

OFFSET 子句。MySQL 数据库中可以使用 LIMIT 10 实现相同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

1.--Oracle、SQL Server以及PostgreSQL实现

2.SELECT country_name, year, population

3.FROM gdp_data

4.WHERE year =2018 AND population IS NOT NULL

5.ORDER BY population DESC

6.OFFSET 0 ROWS

7.FETCH FIRST 10 ROWS ONLY；

1.--Oracle实现

2.SELECT country_name, year, gdp, RPAD（'█', gdp/250000000000,'█'）  AS "柱状图"

3.  FROM gdp_data

4. WHERE year =2018 AND gdp IS NOT NULL

5. ORDER BY gdp DESC

6.OFFSET 0 ROWS

7. FETCH FIRST 10 ROW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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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D(str, length, pad_str) 是 Oracle 中一个函数，使用 pad_str 填充字符串 str，直到长度为 

length。MySQL 和 PostgreSQL 也支持 RPAD 函数，SQL Server 可以使用 REPLICATE(str, count) 函

数。

该查询的结果如下：

图形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数据之间的差异。虽然中国的人口数量最多，但是 GDP 和美国之间还存

在一些差距。

GDP 反应的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生产总值，而每个国家/地区的人口数量不同；因此，我们还需要分

析人均和占比数据。

05 人均、占比以及趋势分析

以下语句计算 2018 年每个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数据：

8.

9.--MySQL实现

10.SELECT country_name, year, gdp, rpad（'█', gdp/250000000000,'█'）AS "柱状图"

11.  FROM gdp_data

12. WHERE year =2018 AND gdp IS NOT NULL

13. ORDER BY gdp DESC

14. LIMIT 10；

1.SELECT country_name AS "国家/地区",

2. year AS "年度",

3. ROUND(gdp/population,1) AS "人均 GDP"

4.  FROM gdp_data

5. WHERE year =2018

6.   AND population IS NOT NULL

7.   AND gdp IS NOT NULL

8. ORDER BY ROUND(gdp/population,1)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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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查询的结果如下（显示部分内容）：

卢森堡的人均 GDP 最高，达到了 11.4 万美元；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排在第 2 名。

接 下 来 统 计 每 个 国 家 / 地 区 在 全 球 所 占 的 比 例 。 在 前 面 我 们 已 经 得 到 了 全 球 人 口 数 量

（7567243296）和 GDP 总量（83886097221674.87）。以下查询计算 2018 年各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和 

GDP 占比：

查询的结果中排除了人口数据和 GDP 都缺失的国家/地区。

1.SELECT country_name,

2.ROUND(population/7567243296,5)*100 AS "人口占比（%）",

3.ROUND(gdp/83886097221674.87,5)*100 AS "GDP 占比（%）"

4.FROM gdp_data

5.WHERE year =2018

6.AND (population IS NOT NULL OR gdp IS NOT NULL)

7.ORDER BY population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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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析一下 2018 年各个国家/地区的 GDP 增长率：

查询中使用了 CASE 表达式和 SUM 函数将行转换为列，然后使用 2018 年的 GDP 和 2017 年的 

GDP 进行比较，计算 2018 年度 GDP 的增长率。

GDP 增长率高的基本都是经济体量比较小的国家/地区。

以上我们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 GDP 和人口数据，使用了《SQL 从入门到精通》基础篇讲解

过的数据分析和统计方法。

来源：GitChat

1.SELECT country_name AS "国家/地区",

2.SUM(CASE WHEN year =2017 THEN gdp ELSE 0END) AS "2017年GDP",

3.SUM(CASE WHEN year =2018 THEN gdp ELSE 0END) AS "2018年GDP",

4.(SUM(CASE WHEN year =2018 THEN gdp ELSE 0END)

5.- SUM(CASE WHEN year =2017 THEN gdp ELSE 0END))/SUM(CASE WHEN year =2017 

THEN gdp ELSE 0END)*100 AS "2018 增长率（%）"

6.FROM gdp_data

7. WHERE year IN (2017,2018) AND gdp IS NOT NULL

8. GROUP BY country_name

9. ORDER BY 4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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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破晓-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研究报告》对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

深度剖析了金融科技在金融各领域中技术应用与落地情况，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及行业专家

访谈，对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互联网小贷、第三方支付等机构与企业的技术资金投入

数据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同时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短期与长期趋势进行了深度洞察。目前，

大数据已从概念落到实地，在精准营销、智慧医疗、影视娱乐、金融、教育、体育、安防

等领域均有大量应用，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支撑行业快速发展，未来大数据

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市场空间。前瞻产业研究院特此发布《2019年中国大数据行业研究报

告》，对我国大数据行业发展现状、前景、趋势做出深度解读。自去年以来，大量“进博尖

货”通过天猫国际、考拉海购等跨境电商平台在华热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

大潜力。在此背景下，国内知名电商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微信ID:i100ec）发布了

《2019年全球电子商务数据报告》。上海数据治理与安全产业发展专委会秘书处与赛博研究

院联合发布了《数据爬取治理》研究报告，报告总共包括数据爬取概述、数据爬取的现实法

律风险、数据爬取的治理困境及难点，数据爬取的治理原则和建议，数据爬取相关争端案例

六个部分。

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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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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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了《2019年中国

大数据行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对我国大数据行业发展现状、前景、趋势做出深

度解读。

据前瞻对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关于2020年大

数据市场的预测数据汇总分析，乐观估计2020年

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在2100亿美元左右，中国大

数据产业规 模在6000亿元左右。

报告显示，2015年8月，国务院颁布《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正式上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2016年，工信部印发了《大数据产业

发 展规划（2016-2020年）》，全国迎来大数据

产业建设高峰，目前已形成八大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建成100多个大数据产业园。

同时，报告还预测了大数据行业的发展趋

势：

◆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需求日渐高涨 ；

◆ 单一大数据平台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融合的一体化平台发展 ；

◆ 发挥数据价值，企业逐步推进数字化转

型；

◆ 中小大数据企业聚焦细分市场领域。

2019年中国大数据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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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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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开幕。对许多外国企业来说，参加进博会意味

着走上进入中国市场的“绿色通道”，而各大跨

境电商平台在去年祭出采购大单之后，早已筹谋

今年的“买买买”计划，继续担当进博会重要的

采购力量，丰富消费者的购物车。自去年以来，

大量“进博尖货”通过天猫国际、考拉海购等跨

境电商平台在华热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消费市

场的巨大潜力。在此背景下，国内知名电商智库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微信ID:i100ec）发布

了《2019年全球电子商务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28个主要国家及地

区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247167.26亿美元，网络

零售交易额总计29744.6亿美元。报告涉及的28

国包含：亚洲7国、欧洲15国、美洲4国、非洲1

国、大洋洲1国。

报告显示，2018年亚洲地区7国包括：中

国、印度、泰国、土耳其、日本、新加坡、韩

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总计96530亿美元，网络零

售交易额总计16334.2亿美元；欧洲地区15国包

括：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瑞

典、英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

丹麦、奥地利、乌克兰，电子商务交易额总计

42118.2亿美元，网络零售交易额总计6981.6亿

美元；

美洲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4国

电子商务交易额总计105498.3亿美元，网络零售

交易额总计6280.3亿美元；非洲地区的南非电子

商务交易额40.76亿美元，网络零售交易额32.5

亿美元；大洋洲地区的澳大利亚电子商务交易额

2980亿美元，网络零售交易额116亿美元。

2018年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上，排名前五

的国家及地区分别为：美国97760亿美元、中国

47311亿美元、日本32400亿美元、德国16210

亿美元、韩国 14740亿美元。其中，中国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占28国总交易规模的19.14%。在网

络零售交易规模上，排名前五的国家及地区分别

为：中国13095亿 美元、美国5200亿美元、英国

2910亿美元、日本1790亿美元、德国1305亿美

元。其中，中国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占28国总交易

规模的44%。

以下为网经社小编为您带来的进博会全球各

参展国等电商核心数据

 中国

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交易规模达900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6%。其中，出口电商

交易规模为7.1万亿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达1.9

万亿元，同比增长26.7%。（注：交易规模含

B2B、B2C、C2C和O2O等 模式）。2018年进口

跨境电商行业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增长迅速；

进口跨境电商行业融资事件在2016年达最多76

次，2018年降至14次，而融 资金额2015年最高

2019年全球电子商务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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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9亿元，2018年为29.76亿元。进口跨境电商

行业进口零售市场规模自2013年飞速增长，近三

年增速减缓，至2018 年高达1613.4亿元。

 印度

2018年印度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80亿美元，

增速为16.7%。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334.2亿美元，增速为49.5%；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37%，2017年增速最慢为

0.6%，2018年有所回升为5.7%。

 日本

2018年日本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2400亿美

元，增速为8.9%。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1790亿美元，增速为19.1%；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95%，增速呈下滑趋势，

2018年为1.1%。

 韩国  

2018年韩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4740亿美

元，增速为9.2%。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750亿美元，增速为13.6%；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92.8%，增速不断下降，

2018年为1.4%。

 新加坡

2018年新加坡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亿美

元，增速为8.8%。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13亿美元，增速为30%；互联网普及率不断

上升，2018年达86%，增速为4.9%。

 泰国 

2018年泰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50亿美元，

增速为14.4%。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至

285亿美元，增速为16.8%；互联网普及率不断

上升，2018年达57.8%，增速先增后减，2018年

为4.1%。

 土耳其

2018年土耳其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12亿美

元，增速先增后减，2018年增速降为13.1%。其

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至67亿美元，增速

为13.6%；互联网普及率不断上升，2018年达

72%，增速为9.1%。

 英国

2018年英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0800亿美

元，增速为10.7%。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2910亿美元，增速为11.1%；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94.8%，2017年增速最慢为

1.3%，2018年有所回升为2.3%。

 法国

2018年法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570亿美

元，增速为13.4%。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1038.9亿美元，增速为14.1%；互联网普及

率不断上升，2018年达91%，2017年增速最慢

为1.1%，2018年有所回升为3.4%。

 西班牙

2018年西班牙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240亿美

元，增速为9.8%。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388亿美元，增速为19.8%；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87%，增速为6.1%。

 意大利

2018年意大利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0亿美

元，增速为12.2%。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

额增至260亿美元，增速为9.2%；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37%，2017年增速最慢为

1.4%，2018年有所回升为2.9%。

 丹麦

2018年丹麦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20亿美元，

增速为13.5%。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至

200亿美元，增速为13.6%；互联网普及率不断

上升，2018年达98.7%，增速为0.2%。

 瑞士

2018年瑞士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0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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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为10.1%。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66亿美元，增速为11.9%；互联网普及率不

断上升，2018年达87.8%，2017年增速下降为

5.8%，2018年有所回升为6.4%。

 乌克兰

2018年乌克兰电子商务交易额达51亿美

元，增速为64.5%。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22.9亿美元，增速为23.8%；互联网普及率

缓慢上升，2018年达44%，2016年增速最快为

3.2%，2018年有所回升为2.3%。

 德国

2018年德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210亿美

元，增速为9%。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1305亿美元，增速为11.3%；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93%，2016年增速最快为

6.1%，2018年降为2.2%。

 荷兰

2018年荷兰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66亿美元，

增速降为5.1%。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163.2亿美元，增速为11%；互联网普及率不

断上升，2018年达96%，增速不断下降，2018

年为1.1%。

 俄罗斯

2018年俄罗斯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55亿美

元，增速为37.8%。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207亿美元，增速为13.7%；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81.6%，增速为7.2%。

 比利时

2018年比利时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5亿美

元，增速为12.2%。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133亿美元，增速为12.7%；互联网普及率

缓慢上升，2018年达88%，增速为2.3%。

 瑞典

2018年瑞典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6亿美元，

增速为11.4%。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至

135亿美元，增速为7.1%；互联网普及率缓慢上

升，2018年达93%，2017年增速最慢为0.9%，

2018年有所回升为1.1%。

 爱尔兰

2018年爱尔兰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18亿美

元，增速为12.4%。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98亿美元，增速为12.6%；互联网普及率不

断上升，2018年达83%，增速上下波动，2018

年为0.4%。

 奥地利

2018年奥地利电子商务交易额达82亿美

元，增速为9.3%。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47亿美元，增速为34.3%；互联网普及率不

断上升，2018年达88.6%，2017年增速最慢为

1.8%，2018年有所回升为3.6%。

 卢森堡

2018年卢森堡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2亿美

元，增速为7%。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7.6亿美元，增速为18.7%；互联网普及率变化

不大，2018年达97%，增速为1%。

 美国

2018年美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7760亿美

元，增速为10.1%。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

增至5200亿美元，增速为15.8%；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95.5%，增速先减后增，

2018年为4.5%。

 加拿大

2018年加拿大电子商务交易额达7300亿美

元，增速为14.1%。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

额增至820亿美元，增速为17.1%；互联网普及

率不断上升，2018年达93.4%，增速先减后增，

2017年增速最慢为0.5%，2018年有所回升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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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2018年墨西哥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10.3亿美

元，增速为16.2%。其中2017年网络零售交易

额增长率最高达533.3%，2018年交易额达97.3

亿美元，增速为28%；互联网普及率不断上升，

2018年达78%，增速也逐年上升至2018年的

8.3%。

 巴西

2018年巴西电子商务交易额228亿美元，

增速为-16.3%。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增

至163亿美元，增速降为6.5%；互联网普及率

不断上升，2018年达73%，2016年增速最快为

15.5%，2018年为5%。

 南非

2018 年南非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0.76亿美

元，增速先增后减，2017年增速最高24.2%，随

后下降，2018年增速为15.1%。其中2018年网络

零售 交易额增至32.5亿美元，增速为20.4%；互

联网普及率不断上升，2018年达43%，增速先减

后增，2016年增速最慢为2.7%，2018年上升 为

7.5%。

 澳大利亚

2018年澳大利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80

亿美元，增速先增后减，自2017 年增速减缓，

2018年增速为9.6%。其中2018年网络零售交易

额增至116亿美元，增速为10.5%；互联网普及

率近三年不断上升，2018年达 95%，近三年增

速停滞不前，均为1.1%。

来源：网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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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金融产业的迅速发展，爬虫

技术的应用主体从用于互联网搜索公司到各行各

业，从网贷到金融再到大数据，过分打擦边球的

后果就是一大部分从业者被送进监狱。

自9月份开始，一场迅疾浩大的风暴席卷了

大数据风控行业，让整个行业如履薄冰。

9月6号下午，杭州魔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疑被警方控制，CEO周江翔被警方带走调查；同

日，新颜科技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黄向前

也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9月11号晚上，公信宝

实体运营公司——杭州存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

查封；9月12日上午，天翼征信的总经理、副总

经理以及市场人员被警察带走调查......

随着金融、内容、电商等各类场景的数据爬

取案件频发，将这一“灰色地带”提上数据治理

议程已成为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么，网络爬

虫该如何管理呢？

近日，在CIS 2019网络安全创新大会上，上

海数据治理与安全产业发展专委会秘书处与赛博

研究院联合发布了《数据爬取治理》研究报告。

《报告》根据现实法律环境剖析了数据爬

取在访问进入、数据类型和数据使用三个环节可

能的法律风险，总结发现数据爬取治理的七大难

点，并针对性提出五项治理原则，包括重视场景

化治理、消除过度的数据壁垒等具备实操性的建

议。

最后，《报告》梳理了九个近年国内外较为

典型的数据爬取司法判例，旨在给政府相关产业

和监管部门、大数据企业和厂商、法律界以及社

会公众提供全面客观的认知支持。

《数据爬取治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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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风控有效吗？

——基于统计评分卡与机器学习模型的对比分析

中文文献

【作者】刘志惠 黄志刚 

谢合亮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福建商学院金融学院中

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摘要】 随着金融科技

的巨大进步，机器学习在金融

风控领域的应用也逐渐深化起

来。信用评分卡模型作为一种

应 用 最 为 广 泛 的 风 险 评 估 模

型，在大数据时代存在着不能

对高维、复杂、非线性的个人

征信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的局限

性。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

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种基

于XGBoost机器学习算法的互

联网金融风控模型，并与传统

的统计评分卡模型进行了对比

试验，同时给出了将机器学习

模型预测结果转化为传统信用

评分的解决方法。研究结果表

明，机器学习模型能更好地预

测个人信用风险，从而构建更

加有效的风控体系。 

【关键词】风控；信用评

分卡；机器学习；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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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取向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作者】陈沫 李广建 陈

聪聪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摘要】 情报学作为计

算性较强的人文社科学科，具

备数据科学的特点，大数据相

关技术能为情报学提供有效手

段，因此，设立情报学取向的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培养具有大数据思维和扎

实的情报学专业基础、掌握大

数据处理技术及分析理论、并

能将其应用于情报学理论与实

践的复合型人才，能够促进情

报学学科发展。对国内外大数

据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

设置模式进行调研，总结学科

教育发展特色，结合国内的教

学资源情况，设计情报学取向

的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情报学与大数据既有联系又有

不同，情报学为大数据提供了

基础研究方法，促进了多源数

据融合，拓宽了大数据的应用

领域；大数据为情报学研究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丰富了研

究方法，提升了研究效率、扩

大了研究范围。情报学取向的

大数据与数据科学专业人才的

培养,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不

可替代性。学科体系需进一步

改革创新，设立更多紧密结合

大数据与情报学专业的新兴课

程，如文献大数据分析、用户

大数据研究等，系统地培养学

生将情报学领域知识与计算机

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融合创新的

能力。 

【关键词】情报学教育；

人 才 培 养 ； 大 数 据 ； 数 据 科

学；

【分类号】 

【 期 刊 】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2019年12期

【ISSN】0252-3116

大数据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分析

【作者】吴晓春 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在大数据技术快

速发展的新时代，对各行各业

都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从

金融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随

着业务体系日益完善，金融行

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只有

融合大数据技术，才能使金融

行业的发展更具有多元化和系

统性。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不仅分析了大数据技术与金融

行业深度融合的必要性，而且

也分析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制约

因素，最后就如何推动二者深

度融合提出对策。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

金 融 行 业 ； 深 度 融 合 ； 必 要

性；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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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时代分析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创业策略

【作者】董蕊 长春科技

学院商学院

【摘要】在我国大力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时期，互联网金

融已经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发

展需求则显得更为重要。本文

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在简

要分析大数据对农村互联网金

融的影响基础上，重点分析了

互联网金融在农业和农村领域

的创新创业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

农业；农村；互联网金融；创

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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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的发展与治理:从信息不对称到数据不对称

【作者】王作功 李慧洋 

孙璐璐 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

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 美国

孟菲斯大学福格曼商学院 中

国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

【摘要】数字金融的逻辑

起点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

融发展面临严重的治理与监管

问题。数字金融在缓解传统的信

息不对称的同时又引致了严重的

数据不对称，表现在数据规模和

质量的不对称、数据技术的不对

称、数据管理的不对称、数据效

用的不对称、数据外部性的不对

称、数据监管的不对称。与信息

不对称相比，数据不对称是基础

层面的不对称，对市场主体的影

响显得更为深刻。数字金融平台

具有“数据垄断”的优势，而普

通金融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

位。要治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

不对称，需要采取加快制定完善

的数据法律法规、强化金融数据

平台的治理与监管、开发政府实

时监管技术平台、构建数字普惠

金融适当性服务体系等措施。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金融支持西南民族特困区

短期脱贫与长期发现的调查研

究”（17BMZ105）的部分研

究成果；

【 关 键 词 】 普 惠 金 融 ；

大数据；数字金融；信息不对

称；数据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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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

【作者】毕海波 中国人

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 摘 要 】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等信息技术是目前信息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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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已经成

为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战略

资——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一

样，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技术

革命。在新疆辖区金融信息共享

工作取得一定突破的前提下，阐

述以新疆金融电子政务平台为基

础，利用共享数据实现新疆大

数据金融云建设的构想。 

关键词：信息共享；大数

据；金融云；电子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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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发展的策略

【作者】张铭洋 吉林财

经大学

【摘要】主要对大数据金

融发展现状进行简单探讨，依

托大数据金融内涵，对大数据

背景下金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做出详细分析，最后从提

高大数据金融平台的创新力、

提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水

平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三方

面进行具体阐述。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

金融发展；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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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金融业数据管理模式探讨

【作者】张 洁 彬  方 伟

广发证券

【 摘 要 】 当 前 ， 数 据 作

为金融企业的无形资产已成为

行业共识，各金融机构建立大

数据基础平台，构建集数据采

集与转换、存储与计算、展示

与应用等能力为一体的大数据

生态体系，借助高效数据管理

模式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基

于金融机构构建大数据生态体

系的实践，本文认为应用场景

是数据管理模式的价值载体，

概述了数据管理模式的核心要

素，总结了数据管理模式的架

构与流程，并展望了数据管理

模式的发展趋势。 

【 关 键 词 】 数 据 管 理 ；

数据需求；数据资产；数据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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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安全研究

【作者】汪嵘明 昆明理

工大学津桥学院

【 摘 要 】 随 着 网 络 技 术

的发展与应用，大数据时代的

到 来 标 志 着 当 前 信 息 产 业 的

又一技术创新。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和行为活动理念带来了极大的

改变，但同时也对现有的信息

安全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的金融行业对计算机信息

系统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大数

据技术也广泛的应用到金融行

业中，因此，文章就如何解除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安全存在的

威胁，针对大数据环境下的金

融信息安全，提出了有效的策

略，以供参考。 

【 关 键 词 】 大 数 据 ； 金

融；信息安全；

【分类号】F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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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创新背景下我国金融产品干预制度设计研究

——基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视角

【作者】刘丹丹 中国人

民银行天津分行

【摘要】随着金融与科技

的深度融合发展，金融领域呈

现出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与服

务。可以说金融创新是推动经

济发展、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和

增加金融消费者金融产品可获

得性的重要动力与来源。与此

同时,金融创新产品因其产品结

构的复杂性、金融市场参与主

体的多元化、风险的不确定性

与叠加效应等特征，对金融消

费者保护提出新的挑战。如何

有效平衡金融创新风险与保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关

系，成为各国对金融科技创新

行为进行监管的重点与难点。

为此，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纷纷出台监管沙箱政策、催化

剂项目等金融产品干预措施，

力 求 金 融 监 管 最 终 目 标 的 实

现。在此背景下，建议我国应

积极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金

融产品干预措施，探索适合我

国国情的金融产品干预制度，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行为与金融

消费者保护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

融创新；金融产品干预；监管

创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大

数据；区块链；系统性金融风

险；风险防控；监管沙箱；行

为监管；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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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全文

Abstract 

An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predict financial wellbeing for individuals is of interest to economists, policy 

designer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dividuals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Nilson reports, there were more 

than 3 billion credit cards in use in 2013, accounting for purchases exceeding US$ 2.2 trill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Reserve report, 39% of American households were carrying credit card debt from month to month. 

Prior literature has connected individual financial wellbeing with social capital. However, as yet, there is limited 

empirical evidence connecting social interaction behavior with financial outcomes. This work reports results 

from one of the largest known studies connecting financial outcomes and phone-based social behavior (180,000 

individuals; 2 years’ time frame; 82.2 million monthly bills, and 350 million call logs). Our methodology tackles 

highly imbalanced dataset, which is a pertinent problem with modelling credit risk behavior, and offers a novel 

hybrid method that yields improvements over, both, a traditional transaction data only approach, and an approach 

that uses only call data. The results pave way for better financial modelling of billions of unbanked and underbanked 

customers using non-traditional metrics like phone-based credit scoring.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1863 February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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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inancial economics, a large number of model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daily closing price. When 

using only the daily closing price to model the time series, we may discard valuable intra-daily information, 

such as maximum and minimum price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n interval time series model, including the 

daily maximum, minimum, and closing prices, and then apply the proposed model to forecast the entire interval. 

The likelihood fun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MLEs) are obtained by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and the Girsanov theorem. To capture the heteroscedasticity of volatility, we consider a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posed estimators is illustrated by a simulation study. Finally, 

based on real data for S&P 500 index, the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several alternatives in terms of the accurate 

forecast.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1709 February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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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financial interval tim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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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two-stage invers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to formulate 

resource plans for 16 Chinese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whose outputs are increased and overall efficiency is kept 

unchanged in the short term. We use these models to meet three different output targets, namely, increasing both the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by the same percentage, increasing these outputs by different percentages, and 

increasing only the desirable outputs while keeping the undesirable outputs unchanged. We find that operation cost 

and interest expense are more flexible than labor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and that deposits have no obvious law of 

change. The findings of this work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bank managers.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8214 June 13, 2019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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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wo-stage invers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247

外文文献全文

Abstract 

Background

Affordability is a key barrier to access to medicines. Generic medicines policies can address this barrier 

and promote access. Successful uptake of generic medicines depends, in part, on ensuring that these products 

are interchangeable with reference products. Typically,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i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such interchangeabil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policy in Chile.

Methods

We used Chilean Market Regulatory Authority data for analysis to study the number of products that 

obtained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the time until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to obtain 

bioequivalence.

Results

As of January 2017, out of 2,336 products with a valid market authorization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of the 167 

APIs that required BE certification, 1,026 products actually have BE certification (1,026/2,336, 43.9% compliance). 

Where data were available, the time between submission of the market authorization as a bioequivalent product 

to final authorization by the national medicine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most products varied between 4-6 months. 

The fraction of all BE products containing a given API out of the total marketed products containing that API varies 

considerably, e.g. for the API olmesartan there was only a single BE product marketed, the API diclofenac had none.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e’s bioequivalence polic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bioequivalent 

products, over 50% of generic products requiring bioequivalence that did not obtain this certification. Also for some 

of the API none or very few BE products are marketed which limits the success of a substitution policy. Further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identify the apparent lack of incentives to obtain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Studies of 

sales volumes and prices of the products are needed to identify whether generic products without bioequivalence 

certification either become bioequivalent or eventually exit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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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时代：政策红利下迎机遇期》

由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编、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时

代：政策红利下迎机遇期》书籍

于2019年5月底正式出版。该书

系统的介绍了跨境电商的理论框

架，以及目前发展现状趋势。并

首次提出了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

链的概念，全面、深入的呈现了

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涉及的包括：

进出口电商、物流、支付、政

策、运营、人才、金融、园区等

各个部分及环节发展概况，全书

共有35个典型案例深入解剖企业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