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科技星火燎原 行业精英展望人工智能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9

月

15

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7

中国

AI

金融探路者峰会暨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颁

奖典礼”在深圳举行。 来自银行、基金、第三方

支付、消费金融等

200

多名行业精英共聚一堂，

探讨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等热点话题。

与会嘉宾认为， 作为金融科技的分支，

AI

金融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主要有三个方面原

因：一是宏观政策利好

AI

金融行业发展。 二是

科技日新月异推动了

AI

金融的发展。 三是

AI

金融在各种金融分支领域成为不可替代的角

色，在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已得到应用。

多位业界人士表示，

AI

在智能投顾、 预测

和反欺诈、监控预警和智能客服等方面被广泛

应用，可以极大降低成本，但其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尚处初级阶段，金融同业间的合作共赢，将让

整个市场走向真正的智能时代。

金融科技改变银行基金

在新金融时代背景下，科技影响金融服务

的驱动力愈发凸显。 在名为《零售金融迎来科

技，金融机构的强势应答》的第一个圆桌论坛，

嘉宾就人工智能在银行业尤其是零售金融领域

的应用进行了讨论。

民营银行之一的新网银行行长赵卫星认

为，无论是在线风控还是前端的智能化推荐，金

融科技在新网银行应用较广，“更为重要的是，

银行的产品不能过于自我， 金融机构要在账户

层级、轻结算和在线风控等环节放开，链接到最

底层的场景，可能会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欧基金副总经理许欣认为，金融产品较为

复杂，涉及售前、售中和售后全过程，售前对客户

进行画像，加深了解，给予投顾服务；售中给客户

较好的交易体验；售后不断进行产品调整优化。

“平安银行和平安证券都推出了智能投顾，

而平安银行背靠平安集团，需要思考如何从银行

的场景，把智能投顾能力与整个金融链条的资产

配置进行有机结合。 ”平安银行总行零售网络金

融事业部产品总监姚芳认为，金融同业间的合作

共赢，将让整个市场走向真正的智能时代。

不过， 招商银行总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助

理杜兵认为， 人工智能在银行业的应用还在基

础阶段，多是数据方面的整理汇总，未来

5～10

年会有大的发展。

AI 可极大降低消费金融成本

银行业细分领域的消费金融行业近年迎来

爆发式增长， 人工智能将在这一领域扮演什么

角色？ 在名为《多业态红海格局下，消费金融如

何借

AI

突围？ 》的第二个圆桌论坛，多位嘉宾就

此进行探讨。

佰仟金融创始人、董事长刘实认为，

2015

年

是消费金融的元年， 去年到今年行业竞争在进

一步加剧，不过，消费金融仍处发展初级阶段，

仍有较大空间。

中银消费金融副总经理章涛表示， 随着

85

后和

90

后成为消费金融决策权主流，以及消费

观念的改变，消费金融市场空间仍然较大。

包银消费金融总经理王蓉晖表示，

AI

金融

目前应用在其公司内部整个客户的生命周期

中，从精准营销获客到客户行为分析，以及后期

反欺诈和风险决策全流程。

招联金融首席市场官谢云立表示， 消费金

融本质是要做普惠金融， 做普惠金融需要低成

本，

AI

应用可以极大降低成本。招联金融从基础

应用到智能风控、智能催收、智能客服和智能审

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

腾讯云副总裁、腾讯金融云负责人朱立强：

人工智能将推进金融轻型化及混业经营和创新

见习记者 许孝如

“金融板块如何与人工智能（

AI

）结合？ ”在

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

2017

中国

AI

金融探路者

峰会”上，腾讯云副总裁、腾讯金融云负责人朱

立强详细阐述了这个市场上备受关注的话题。

朱立强表示，

AI

可从繁杂的数据中导出有

价值的信息，而金融的本质，是在某种程度上把

一些闲置的资源再配置， 以产生更多的商业价

值。 金融和

AI

相结合，将会使资源产生更大的

价值，并形成规模效应。在

AI

的帮助下，未来金

融行业将越来越轻型化，并促进混业创新。

AI 与金融深度结合

朱立强认为， 要做好

AI

需要具备三个方面

能力：大数据、深度学习能力和强大的云计算能

力。 其中，大数据是基础。 如果企业具备这些能

力，

AI

就能更好地与金融相结合，推动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在金融行业，智能客服、智能

投顾、智能风控、智能征信、智能审批等业务已

在快速发展。

朱立强举例称， 腾讯智能客服目前服务用

户超过

5000

万， 回答问题的准确率达

85%

以

上。而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准确率会越来越

高，响应速度更是人工的

100

倍以上。目前人工

客服平均响应时间为

30

秒左右，机器可以达到

0.3

秒，速度明显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 智能客服还可将后台问题

归类，并在归类过程中发现客户关心的问题，帮

助企业优化产品。

在保险行业， 朱立强称，“目前大额理赔

还需要人工的介入， 但对于小额理赔可以做

到完全自动化， 从而降低保险公司判别的成

本。现在一个险情现场勘察可能成本将近

200

元，一个保险公司有一万单，这个成本是非常

高的。 ”

“理财傻瓜化”是智能投顾的目标。

AI

根据

原来的数据标签，并结合征信等相关数据，综合

判断客户的风险偏好，进行智能化推荐。朱立强

称，“比如目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微信朋友圈的广

告， 其实也是通过各个维度来判别哪些东西是

和你相关度很高的。 ”此外，智能征信未来可以

辅助中小企业贷款， 也可对用户的征信分数进

行动态化管理。

风控方面，

AI

也在快速发展。例如在大量支

付过程中会有很多风险，包括欺诈等。通过与

AI

相结合，最终会发展成自动化风控。

朱立强称：“未来征信甚至可以和区块链结

合，将征信放在区块链上，不可篡改，将保险信

息、贷款信息等结合在一起，这样金融行业的风

险会降低很多，金融行业的收费也可以降低，让

大家更普惠。 ”

AI 将推进金融混业创新

朱立强认为，

AI

的发展将推动金融行业更

加主动化、专业化。“机器取代了很多人，让行业

更专注于做金融业务， 而不需要做很多事务性

的工作，使得未来这个行业越来越轻型化。 ”

朱立强表示，从越来越多的业务合作看，

AI

将促进金融行业间的混业经营。 在建立完整的

生态后，

AI

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去进行混业创新。

混业经营能大大提升金融体系效率， 充分发挥

金融各领域间的协同作用， 有效地为实体经济

提供支持、降低融资成本。

京东金融副总裁曹鹏：

“技术+平台+场景” 人工智能价值方能最大化

见习记者 詹晨

近年来，无论概念如何更迭、政策风向如何

转变———金融科技始终步履不止，高歌向前。

在近期证券时报举办的“

2017

中国

AI

金融

探路者峰会”上，京东金融副总裁曹鹏发表了名

为 《

AI+

金融 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在加速进

行》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京东金融成立以来经历

几次战略调整， 由茫然起步到确定科技公司的

战略定位，突出强调科技能力优势，培育用“数

据

+

人工智能（

AI

）

+

应用”打造服务用户的能力。

只有海量数据还不够

京东金融的海量数据为

AI

应用提供了底层

基础。 据曹鹏介绍，京东金融的数据主要包括作

为互联网公司坐拥的海量互联网行为数据，如京

东电商生态链的大量消费、物流、供应商等一系

列数据，还有与支付等相关的一系列金融数据。

有了数据作为底层基础还远远不够， 曹鹏

表示，技术、平台、场景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

是场景，需要有应用场景去检验技术的可行性，

才能不断优化模型，使模型价值最大化。

京东金融为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解决方案

多种多样。 曹鹏说， 在与合作伙伴接洽的过程

中， 最常被问及的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降低风

险

;

二是怎样赚更多的钱增加收入。

风控能力提升方面， 京东金融不断完善与

优化风控模型。最初的京东白条，其风控模型是

决策树，京东金融从传统金融机构招募人才，借

鉴了此前传统的风控模型，然后做出决策树。随

着业务复杂度的提升， 如今京东白条的模型超

过

500

个，风控策略超过

5000

个，这些策略所

用的相关变量和特质超过

3

万个。 如此海量的

维度已无法用传统人工方式调整， 只能依靠技

术、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用技术调整相关性和

权重，获取较好的结果。

通过以上方式的迭代，京东白条、金条的用

户可以快捷地获得授信， 不必像传统模式下提

交很多资料，还可将坏账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在建立模型的主导思路上，京东金融也经历

了从降维到升维的转化。 起初，京东金融在建立

模型时，若数据池有

100

个参数，会找到和结果

最相关的

50

个，剩余的

50

个扔掉。 最近则是做

升维，用高维的模型，尽可能把用户和相关数据

都拉进去，从各个维度去筛选、甄别用户的好坏。

京东金融的前沿应用

曹鹏分享了京东金融比较前沿的技术应

用。 一是生物探针技术，二是图计算。

基于世界领先的生物探针技术，京东金融可

通过

APP

采集到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超过

120

个

指标， 通过收集用户的行为去判断此人是否为

风险用户，实现用户的身份判定。据悉，这项技术

已大量应用于京东金融反欺诈和防盗刷场景中。

谈到图计算技术，曹鹏说，风控其实不是一

个单纯的个体行为， 不管是欺诈还是洗钱还是

其他的林林总总的恶意行为， 都越来越倾向于

变成群体性产业链的一系列相关事件的行为。

我们需要更多地把一个用户和他的行为以及和

他行为相关人的一系列行为都拿出来，在这个维

度上去做风控才能更准确。 过程中，京东金融运

用图计算技术，通过超过

10

亿个用户节点的图，

以及所有在这些节点上发生行为的相关行为的

连接，最终把一系列用户和行为都描述出来。 本版摄影：宋春雨 本版制图：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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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银行业的

应用还在基础阶段， 未来

5～10 年会有大的发展。

———招商银行总行网

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杜兵

金融同业间的合作共

赢，将让整个市场走向真正

的智能时代。

———平安银行总行零

售网络金融事业部产品总

监姚芳

机器取代了很多人，让

金融行业更专注于做业务，

而不需要做很多事务性的

工作，使得未来这个行业越

来越轻型化。

———腾讯云副总裁、腾

讯金融云负责人朱立强

最重要的是场景，需要

有应用场景去检验技术的

可行性，才能不断优化模型，

使模型价值最大化。

———京东金融副总裁

曹鹏

金融机构要在账户层

级、轻结算和在线风控等环

节放开，链接到最底层的场

景， 可能会走出一条新的

道路。

———新网银行行长赵

卫星

消费金融本质是要做

普惠金融，做普惠金融需要

低成本，人工智能应用可以

极大降低成本。

———招联金融首席市

场官谢云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