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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当前金融的新兴业态，对信贷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金融科技为切入点，
分析江苏省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现状以及金融科技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
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境，只是还需要较长时间的验证。最后针对中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从金融科技的四个方面分别分析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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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makes it an emerging industry,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redit market. Tak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current financing situation of
medium,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and how financial technology solves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for medium,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solv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medium,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but it will take a long way to verify. Finally, in view of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medium,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solve the financing
challenges of medium,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from four aspect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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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期我国的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业务模式和运行机制，它使资金融通、第三方
支付以及信用中介等发展出创新的服务模式，国家也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互联网
金融的健康发展[1]。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深入研究金融科技的概念。“金融科技”是
由金融与科技的动态融合，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花旗银行发起的“金融服务技术联盟”项目。
而我国是在 2014 年引入了金融科技的概念，主要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它的高速发展主
要依托的是像第三方支付这样的非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它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金融科技顺势而生。

2. 金融科技的概念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
调。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中国
人民银行 2019 年 8 月 22 日宣布，已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并提出到 2021
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
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
服务等。
金融科技已引起各大金融机构的关注。
《2018 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显示，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
提升银行信息化建设水平，适应金融科技浪潮等已成为银行家共识。在上市银行 2018 年年报中，各家银
行也多次提到发展金融科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技术和安全的问题，金融科技的发展还是需要一
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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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科技背景下江苏省金融机构发展现状分析
(一) 江苏省金融机构的规模分析
这里我们用金融机构的期末存贷款余额作为测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借鉴前人的研究指标对江苏
省的金融机构的规模进行分析。这里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等。
Table 1.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8
表 1. 2006~2018 年江苏省各金融发展指标
年份

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存贷款总额(亿元)

生产总值(亿元)

金融相关比率

2006

25,860.47

18,485.02

44,345.49

21,742.05

2.04

2007

30,450.54

22,092.10

52,542.64

26,018.48

2.02

2008

37,017.48

26,160.72

63,178.20

30,981.98

2.04

2009

48,850.29

35,296.73

84,147.02

34,457.3

2.44

2010

58,984.14

42,121.04

101,105.18

41,425.48

2.44

2011

65,723.56

47,868.30

113,591.86

49,110.27

2.31

2012

75,481.51

54,412.30

129,893.81

54,058.22

2.40

2013

85,604.08

61,836.53

147,440.61

59,161.75

2.49

2014

93,735.61

69,572.67

163,308.28

65,088.32

2.51

2015

107,873.03

78,866.34

186,739.37

70,116.38

2.66

2016

121,106.58

91,107.60

212,214.18

76,086.17

2.79

2017

129,942.89

102,113.27

232,056.16

85,900.94

2.70

2018

139,717.98

115,719.00

255,436.98

92,595.40

2.76

数据来源：江苏省各年统计年鉴。

从表 1 中的数据和指标可以看出，江苏省从 2006 到 2018 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
是 2006 到 2010 年，江苏省的存贷款余额是稳定增长的，增长的幅度较小，从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幅度
也可以看出，江苏省的金融资产规模是稳步增长的；后一个阶段是 2011 到 2018 年，江苏省的存贷款余
额的每年增长幅度扩大，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幅度也在扩大，从这个阶段可以看出，金融科技的出现给
江苏省金融机构的规模带来的影响。
金融业增加值数据也可以看出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金融业增加值从 2006 到 2010 年是一个缓慢增
长的过程，从 2011 到 2018 年增长趋势上升，金融科技可以说是带动金融业迅猛发展。
(二) 江苏省金融机构的结构分析
第一，银行业发展状况。近年来，江苏省的银行业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并且对实体经济的辅助作
用越来越强。
从图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从金融科技出现后是逐年递增的，特别是
到 2017 年达到了顶峰，原因是江苏省实行普惠金融政策，基本实现了城乡金融服务的全覆盖。且截至
2018 年江苏省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邮政储蓄数量分别
为 4936 家、1047 家、906 家、3275 家、2515 家。从这里可以看出，江苏省大型商业银行仍占有优势，
江苏省银行机构的开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促进银行业与国际接轨。
第二，证券业发展状况。截至 2018 年末，江苏省有新三板挂牌公司 1273 家，总量位列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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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umber of 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unit)
图 1. 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个)

企业境内上市公司总股本 3639.3 亿股，
比上年增长 11.7%，
市价总值 31,986.1 亿元，
比上年下降 21.4%。
江苏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已有 4444 家挂牌企业，融资额比年初增加 2.2 亿元。2018 年末，江苏省共有法人
证券公司 6 家，证券营业部 928 家，同比增长 4.62%。说明近 5 年来江苏省证券业的发展情况，说明金
融科技促使江苏省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多层次融资市场更加完善，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保险业发展状况。2018 年，江苏省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3317.28 亿元，在全国 36 个省(市)中，
保费规模列第二位。其中，财产险保费 858.81 亿元，同比增长 5.51%，江苏产险公司实现承保利润 25.12
亿元，排名全国第三，承保利润率 3.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24 个百分点。说明近 5 年来江苏省保险
业的发展情况，说明金融科技促使江苏省保险业功能更加完善，保险运行更加稳健，但江苏省保险业的
深度与密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抓住金融科技机遇，提高保险业的创新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三) 江苏省融资结构分析
2018 年，江苏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全省社会融资增量 1.77 万亿元，从图 2 中数
据可以看出，江苏近 5 年的融资结构明显发生变化，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间接融资绝对额显著下降，
但比重依然较大，直接融资稳步提高，但比重依然较小。

Figure 2. Financing structure of Jiangsu Province in 2018 (100 million yuan)
图 2. 2018 年江苏省融资结构(亿元)

4. 江苏省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分析
1、江苏省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分析
DOI: 10.12677/fin.2021.112009

77

金融

韩研，赵晶

企业的融资渠道可以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的融资方式也会不同。
江苏省中小微企业大部分是独资企业或合伙制企业，企业资产与企业主资产挂钩，很多时候它并不会追
求融资结构最优化，其选择的融资方式多为内源融资或企业的留存收益[2]。这主要是受融资成本、企业
控制权等因素的影响。虽然经济学家主张将全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但实
际上中小微企业非常看重融资成本且受其规模、信用等因素影响，很难实现资本市场融资，因此中小微
企业在内源融资无法满足其需求时，更多地转向了民间借贷。
江苏省经济的发展有很明显的区域差别，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状况也是这样。苏南地区是江苏省经济
发展较快的区域，很多指标都领先全省，中小微企业的占比能达到 90%以上，其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的
70%以上，其他融资方式占比也较高，可见苏南地区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结构较为合理，其大部分依靠银
行信贷，这主要受中央调控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地方政府服务等因素的影响。苏中地区的中小微企业
占全部企业数的 90%左右，其融资状况在各方政策扶植下有一定改善，但其融资难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苏北地区是江苏省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区域，中小微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超过 50%以上是自由资金，其
余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和民间借贷，很少依靠信贷，且在近几年融资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2、江苏省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分析
首先，融资信息不对称因素。一方面，金融机构未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对不同的中小微企
业，金融机构掌握的信息不全面，没有统一的审核标准，有一部分中小微企业可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
但不同的银行对企业处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时期采取的标准不同，这就导致中小微企业和银行的信息不
对称，最终可能无法获得贷款。另一方面，有部分中小微企业为了获得贷款会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金融
机构无法真实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很难做出决策，最终导致审批贷款耗时长、贷款额度不匹配的问题。
其次，融资风险因素。首先江苏省中小微企业存在信用风险问题，中小微企业从成立到发展是一个
不断优化的过程，但在这期间其信息披露能力不足就会导致信用风险，银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获得
企业的真实信息。其次江苏省中小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江苏省中小微企业易受地方市场和政策
的影响，同时由于其规模较小，不能承受资金的短时短缺，这都会让中小微企业承受较大的经营风险。
再次还有市场风险，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江苏省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江苏省的中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
渠道狭窄，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完善中，但江苏省的中小微企业债权市场还是很小，很多中小微
企业仍然在股权市场之外。
再次，融资成本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程，银行搜集信息成本的提高、资金管理成本的提高等导致了
贷款利率的提高。虽然有部分中小微企业享受贷款优惠利率，可实际上超过 50%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
率仍高于正常的利率水平，加上部分中小微企业需要担保机构的担保，融资成本成倍增加。甚至有的金
融机构会设置隐形条款，导致中小微企业需求和金融机构供给不匹配。
最后，融资主体因素。一方面是江苏省中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小微企业往往所有权较为单一，
管理和决策较为集中，利益倾向于少数人身上，且较难吸引优秀的创新人才，企业较难长远发展，因此
很多融资渠道根本无法启用[3]。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问题，金融机构是营利性企业，难免会追求收益
高、安全性高的资产业务，因此他们较为偏好高端客户，难以达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而江苏省的小型
金融机构较少，且也不愿也不敢涉及太多中小微企业贷款需求。

5. 金融科技背景下江苏省金融机构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分析
金融科技涉及的技术具有更新迭代快、跨界、混业等特点，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前
沿颠覆性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与场景的叠加融合。主要包括大数据金融、人工智能金融、区块链金融和
量化金融四个核心部分[4]。这四个部分的发展就可以解决江苏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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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数据金融有利于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数据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数据金融重点关注金融大数据的获取、储存、处理分析与可视化。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平台主
要指拥有海量数据的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5]。
江苏省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很难匹配。
大数据金融促使数据共享，并且在机构之间相互流通。2018 年初，由央行牵头组建的国家级网络金融个
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信联(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就是把央行征信中心未能覆盖到的个人客户金融信用数据纳
入，实现行业的信息共享。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小微企业每年增加的数量较多，信息滞后，大数据金融
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及时有效地搜集中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并且利用大数据预测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风
险管控的可靠性和效率。
大数据金融不仅包括商业银行关注的财务信息，还包括非财务信息，例如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商业
信誉、关联企业状况等。这些信息不仅商业银行可以获得，互联网金融公司也可以获得，互联网金融公
司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考察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从而有利于持续获得金融服务。
(二) 人工智能有助于监督中小微企业信用行为，降低融资风险，加强金融监管
在金融领域，目前人工智能已经运用到信贷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构建的风控体系，将大幅提升审核效率，降低订单成本。目前我国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企业排名前 20 名
见表 2。
Table 2. Top 20 of China’s AI Financial Service Companies 2019
表 2. 2019 中国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企业排行榜 TOP20
1

蚂蚁金融

把人工智能运用于互联网小额贷款、保险、资产配置等领城，推出“蚁牛”风控产品

2

微众银行

微众银行 AI 团队在前沿科研领域有诸多探索，包括联邦学习、迁移学习等

3

京东数科

是一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金融机构的科技公司，推出“京保贝”电商金融产品

4

马上金融

广泛应用人脸识别、机器视觉、语音识别，自主研发唇语识别活体检测系统

5

苏宁金融

打造“幻识”大数据反欺诈平台，构建全方位反欺诈手段

6

金融壹账通

7

众安保险

8

陆金所

9

连连数字

10

度小满金融

11

同盾科技

将 A1 与普惠金融、金融风控等领域结合

12

闪银奇异

依托数据挖掘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快速精准的信用评估

13

明略数据

推出人工智能“金融风控大脑”

14

360 金融

与上海交大联合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将智能风控扩展至客户全生命周期

15

云从科技

承建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国内第一大银行人脸识别供应商

16

天云大数据

17

艾融软件

2019 年推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银行 2.0 整体解决方案”

18

文因互联

利用知识图谱技术对金融数据进行结构化提取和智能化分析

19

数联铭品

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进行信贷风控服务

20

集奥聚合

金融大数据服务公司，依托自身大数据技术优势，为金融行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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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机构提供智能营销、智能产品、智能风控、智能运营等端到端解决方案
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知识图谱、图像识别等技术提升风控精细化程度和自动化率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研发出智能理财交互体系、KYI 意图识别系统等金融科技成果
凭借电子支付数据交易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摘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度小满以金融大脑为基础，对外输出连接、风控和服务三大能力

为金融机构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深入信用风险欺诈等金融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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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研，赵晶

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金融服务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判断客户的需求，同时可以全过程地监管客
户的信用行为，准确及时地记录中小微企业的贷前、贷中、贷后的全过程，同时也为资金供给方准确获
得中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短时频繁的资金需求。人工智能对江苏省的资本市场
进一步开放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风险可以有效降低，金融监管体系
更加完善。
(三) 区块链金融不仅实现信息共享，还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区块链的本质特征是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匿名性和可追溯性，它与金融相结合可以建立一个
没有中央节点的融资平台，可以实现跨境金融核算[6]。区块链带来的最大价值是信任机制，提高了网络
平台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不仅可以保护客户的信息隐私，又可以为信贷主体提供安全可
靠的信息[7]。通过区块链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大大提高了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而且中小微企业进
入门槛低，促使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达到双赢。区块链金融提高了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有利于
对中小微企业的监管、降低融资风险、建立征信透明化体系，从而降低征信运营成本。此外，区块链技
术还可以追本溯源，这是传统金融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资金供给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可
以有效了解资金投放对象、资金用途、资金还款来源等，从而保证资金安全，实现资金精准投放。
(四) 量化金融综合定量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量化金融是金融科技里科技含量最高的领域，它强调用数理手段和计量统计知识定量地开展工作，
它甚至可以将政策进行量化，因此我们可以将投融资平台进行量化处理，它不仅可以对中小微企业融资
收益成本进行量化，也可以将融资风险进行量化，还可以将融资政策进行量化。
量化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技术进步是关键，当然目前人工智
能、5G 技术的快速发展都为量化金融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其次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基础，我国金融
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开放，为量化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环境；再次人们收入水平的提
高是保障，我国经济近几年都是平稳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平稳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理财，
为量化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最后人才是保障，这里不仅是科技人才还包括金融等专业人才都
为量化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8]。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整个信用监管体系将逐步完善，
金融机构将发展成长，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将进一步得到解决。当然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相关配套
设施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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