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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數位金融
產業生態與發展趨勢

文《吳孟道》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

圖／東方 IC
2020 年 9 月，第九屆中國大陸 ( 廣州 ) 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展示「金融超市」的概念。金融超市是指銀行整合
其經營的各種產品和增值服務，向客戶提供的一種一體化經營方式。

前言
近年來，隨著網路普及與數位轉型需求，行
動通訊、雲端運算與人工智慧等工具，普遍被應
用在各個金融服務場景。包括支付、借貸、匯款、
理財、保險及加密貨幣等領域，都可見到這類結
合科技與金融的創新應用模式，如雨後春筍般冒
出。而這種被稱為數位金融 ( 或稱金融科技 ) 的發
展模式，由於更具成本優勢與良好的客戶體驗，
也因此更容易且快速地融入人們生活之中，慢慢
取代傳統金融服務行為。同時間，伴隨愈來愈多
的科技業者跨域創新，加上各國政府在相關金融
政策與法規的鬆綁，金融產業也跟著掀起一番巨
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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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波數位金融革命，並非只
是單純金融產業的數位轉型、改善原本金融服務
而已，更多的是新型態科技公司運用科技與技術
來改變服務模式、顛覆過去金融業作為主要金融
媒介的角色。因此，就整個數位金融產業的生態
而言，基本上組成元素不只有提供金融服務的傳
統金融業者，還包括做為顛覆者、挑戰者與協助
者的大型科技公司及新創企業，以及提供基礎建
設與法規調適的政府單位，共同構築出一個多元
化的數位金融生態圈。
在這個生態圈中，金融產業的藩籬逐漸被拿
掉，產業間的界線也相對模糊，金融創新的火花
被加速激盪而出，連帶地，數位金融革命，自然

中國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展與生態
嚴格說來，中國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展，大
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

( 一 ) 將傳統金融業務與資訊科技技術相結合
的自動化與電子化金融階段，簡單來說，就是金
融產業數位化的一種過程。在此階段，數位化幾
乎完全圍繞在金融業者身上，強調如何利用數位
工具，簡化人工或進行無紙化作業，提升工作效
率。金融業務及商業模式的運作本質，原則上並
沒有改變。

( 二 ) 成功運用網路平臺與行動終端設備的線
上金融階段，亦有人稱為互聯網金融啟動階段，
主要是像阿里巴巴、騰訊或百度這類網路科技巨
頭開始跨入金融領域、提供金融服務。例如阿里
巴巴旗下的支付寶或餘額寶，不只可以進行線上
支付，也可直接買賣貨幣基金，徹底打破只有傳
統金融業者才能提供服務的刻板印象。因此，這
一階段通常也被視為中國大陸數位金融發展的重
要分水嶺。
( 三 ) 融入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大數據與區
塊鏈的智慧金融發展階段，同時也是現在進行式。
在這個階段，像螞蟻金服、陸金所、眾安保險這
類新型態的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崛起，除了分拆蠶
食傳統金融業者的業務外，也創造出許多有別以
往的金融商品與商業模式。比如螞蟻金服旗下的
網商銀行，就利用自身龐大的電子商務數據，建
立出一套專屬的信用評分機制，為那些過去不曾
與銀行打過交道或難以從銀行取得融資的網站商
家或消費用戶，進行小額貸款行為，也成功打造
出具有獨特利基的獲利模式。

總的來說，隨著數位金融發展進程的演變，
參與者愈來愈多、角色愈來愈多元化，中國大陸
數位金融產業生態圈的構築，也慢慢完善。不只
中大型銀行如工商、農業、建設及交通銀行等紛
紛跨入數位金融領域，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連
人民銀行也陸續於 2018( 民國 107 年 )、2019 及

2020 年分別在深圳、蘇州及北京等地，設立深圳、
長三角及成方金融科技公司。更不用說像騰訊、
螞蟻、京東、百度、360 及小米等網路科技巨頭，
儘管面臨日漸趨嚴的金融監管環境，也沒有稍停
數位金融發展的腳步，提供的金融服務也愈來愈
加豐富與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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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就形成一股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浪潮。
面對這股徹底改變全球金融環境與產業生態的趨
勢，世界各國顯然都在加緊調整腳步，嚴陣以待。
中國大陸，當然也不例外，甚至在數位金融發展
的步調上，頗有超英趕美的味道存在，值得深入
探究一番。

如果再進一步以業態來看，包括支付、借貸、
保險、財富管理、資本市場、個人金融、區塊鏈
或加密貨幣、貨幣移轉或匯款、抵押或不動產以
及監管科技等十大數位金融範疇，幾乎都可看到
金融業者、科技巨頭、新創企業的身影，穿梭其
中。在這之中，顯然又以行動支付、網路借貸及
財富管理這三大領域，發展最為快速且獨領風
騷。2017 年 2 月，經濟學人一篇名為「In FinTech,
China shows the way」的文章就指出，中國大陸
在上述三大數位金融領域，不但已居於全球領導
地位，且逐漸豎立障礙與優勢，讓他國難以追趕，
後發先至味道，十分濃厚。

確 實， 根 據 中 國 信 息 通 訊 研 究 院 發 布 的
《2020 年中國金融科技生態白皮書》，在 2015
年至 2019 年間，支付、網路借貸、資本市場及財
富管理這四個領域，在整體數位金融領域的投資
比重都超過兩位數，分別為 46%、13%、12% 及
10%。此外，自 2019 年 10 月習近平宣布把區塊
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
區塊鏈技術及產業創新發展後，中國大陸的數位
貨幣 (DCEP) 發行也跟著快馬加鞭，於 2020 年 5
月在蘇州、深圳、雄安、成都以及北京冬季奧運
會預定地開始試行。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中國
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展已不容小覷。

高速成長背後的主要因素
整體來看，中國大陸的數位金融產業發展，
從純粹「金融產業數位化」到允許科技業者跨域
經營的「數位金融產業化」，再到融入人工智慧、
大數據及區塊鏈的「數位金融產業智慧化」，中
間歷程不過短短二十幾年，發展可說是相當迅速。
這不免令人好奇，為何中國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
展可以如此快速？主要的優勢為何？旁敲側擊下，
大致可歸因於三個面向，分別為市場、技術與政
策。
首先，在市場方面，傳統金融服務在供需兩
端的嚴重失衡，讓數位金融找到切入點。以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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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為例，過去，傳統金融機構基於利潤與風險
的考量，服務對象大多集中於中大型企業，小微
企業及個人往往成為被遺忘的一群。此外，大陸
人口眾多、市場廣大，未被傳統借貸服務覆蓋的
人口比重極高。因此，當金融服務供給出現缺口，
具有互補與協助性質的數位金融，自然就趁虛而
入。另一方面，對這些被遺忘的族群而言，他們
仍有龐大的金融服務需求，數位金融的興起，正
好補足這一塊。

其次，在技術方面，數位金融與傳統金融服
務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在於善用科技的力量，遂
行金融服務之實。不管是人工智慧或大數據等技
術，都是立基於科技上加速改善金融服務流程、
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等。以電子商務或行動支付
的應用為例，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及京東 ( 俗稱
BATJ) 這四大網路巨獸的崛起，就是奠基於 AI 與
大數據之上，讓整個金融服務應用可以大幅擴散。

根據 2021 年 3 月人民銀行公布的《2020 年
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顯示，2020 年大陸行動
支付業務交易筆數來到 1,232.2 億筆，金額高達
432.2 兆人民幣，兩者均創歷史新高，也高居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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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其中支付寶 ( 阿里巴巴集團 ) 與財付通 ( 騰
訊集團 ) 是兩大主流，2020 年第一季用戶滲透率
合計高達 94.2%，幾乎全面壟斷中國大陸的行動
支付市場。而知名調研機構 eMarketer 更大膽預
估，2021 年中國大陸零售銷售總額中，來自電子
商務交易的比重將高達 52.1%，不只超過 2020
年的 44.8%，也意味著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第一
個電商銷售超過實體零售的國家。

第三，在政策方面，中國大陸的金融發展不
像歐美先進國家那樣，有著悠久豐富的經驗與歷
史可以參考與依循。畢竟自 1979 年經濟改革以
來，經濟發展迄今也不過只有四十多年，更不用
說作為經濟血脈的金融市場，發展歷程自然更為
短促。因此，當面對快速變遷的數位金融潮流時，
中國大陸也只能遵循著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
的經驗，一步一步嘗試，甚至在錯誤中學習。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特別是對新興金融商品
與業務而言，大陸政府一開始選擇的是以開放取
代監管，藉此來吸引供給與需求兩端更為積極與
大量的投入，讓參與者互相激盪、玩出不同的花
樣，並進一步帶動市場更加蓬勃與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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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積極推進數位人民
幣應用場景，圖為北京市結
合 2021 消 費 季， 啟 動 數 位
人民幣試點活動。

圖／東方 IC

之後等到問題或亂象發生，監管單位再從中介入，
制定遊戲規則與監理規範讓市場恢復秩序，最終
形成良性發展。近幾年 P2P 借貸平臺的快速崛起
與殞落，就是鮮明的例證。而這種俗稱的野蠻生
長或試點模式，不僅是中國大陸獨有的特色，也
是數位金融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大關鍵所在。

未來發展趨勢與挑戰
不容否認，在全球這一波數位金融改革的浪
潮中，不管是在發展速度或各個生態領域，中國
大陸確實取得巨大成就，也有點後發先至的味道。
只是，競賽才剛開始而已，未來仍有諸多問題及
挑戰需要一一克服與突破。以近期幾個收緊監管
事件為例，從嚴打 P2P 網路借貸平臺到中止螞蟻
金服上市，再到打擊比特幣挖礦及加密貨幣交易
行為，都可發現官方在數位金融的創新與監管天
秤上，已慢慢偏向監管這邊。這也不免讓外界擔
心，未來中國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展，恐怕會額
外增添一些阻力與障礙。

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畢竟高度監管是金
融業有別於其他產業的重要特徵，想要長期且健
康的發展，勢必得在合法合規的底線上從事金融
創新，才能避免加大金融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市
場失序的情況發生。

為，或許只是在創新與監管間拿捏平衡而已，不
盡然會壓抑數位金融產業的發展。更何況，2021
年 3 月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內容，白紙黑字將
「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位化轉型」
的字眼寫入，顯見官方對於數位金融產業發展，
期待是更勝於傷害。

展望未來，中國大陸刻正積極進行經濟與產
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希望可以無縫接軌達成內循
環經濟與科技自立自強兩大目標，而這或許也為
數位金融產業發展帶來一些啟發。比如，可以快
速銜接龐大內需消費市場的領域，如行動支付或
網路借貸，有機會吸引更多參與者投入。而需要
高端技術的領域，如區塊鏈或加密貨幣，可能會
更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在管與放之間，由於監管趨嚴的
因素，擁有技術的新創企業，或許會更傾向從數
位金融顛覆者的角色轉型為協助者，支援傳統金
融機構進行數位轉型與升級。而防止金融科技巨
頭壟斷的趨勢，也可能會讓各式各樣的新創企業
快速崛起、百花齊放。未來大陸數位金融產業發
展，著實值得密切觀察。

換句話說，現行中國大陸官方加強監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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