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驱动金融科技 行业精英纵论AI金融发展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张雪囡

智能银行、机器人服务、金融交易移

动化……智能科技正广泛应用并改变金

融行业。作为最前沿的基础科学技术，人

工智能将如何驱动新技术在金融行业的

应用和发展？

9

月

7

日，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

“

2018

中国

AI

金融探路者峰会”在深圳

举行。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科技金融公司

等业内精英，结合丰富的行业案例分享，

探路

AI

金融发展趋势。

证券时报领导致辞时表示， 金融行

业对各种数据分析管理、 对便捷式交易

方式、 对客户分层服务等等都有巨大的

需求， 因此也成为智能科技商业化应用

最重要的领域。

AI

技术不仅帮助大量金

融企业重构了传统的业务模式， 也帮助

它们从资本驱动型转向科技驱动创新

型，在面向未来的竞争中，构筑各具特色

的强大核心竞争力。

在主题演讲环节，平安银行行长胡跃

飞、华为智能计算业务部

Atlas

产品总经

理张迪煊、 蚂蚁金服财富事业群常务副

总裁祖国明、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

AI

理财专家李善林分别结合自家案例，分

享了他们在

AI

金融上的实践和突破。

科技如何赋能金融服务？ 平安银行

行长胡跃飞介绍，平安集团提出深化“金

融

+

科技”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实施“金

融

+

生态”的战略，强调智能化，从业务、

管理、服务三个方面全面加强科技应用。

华为智能计算业务部

Atlas

产品总经理

张迪煊表示， 华为提出无边界计算的战

略， 在金融领域， 通过开发包括人脸识

别、语音导航、

OCR

等技术系统与金融机

构合作，构建

AI

产业链。 蚂蚁金服财富

事业群常务副总裁祖国明称，一年多来，

开放蚂蚁金服的用户刻画系统、 风控安

全系统、智能营销系统，带来了更精准的

用户触达。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

AI

理

财专家李善林则分享了腾讯理财通在智

能投顾领域的思考探索， 表示智能理财

一定要确保平台安全、合规、规范运营。

在圆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首先就

“智能投顾和

AI

投资”展开讨论。 嘉宾

分别为华夏财富总经理张晖、恒生电子

总裁助理张慧海、 品钛财富管理业务

CEO

郑毓栋、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

银行部产品营销负责人崔瑛，以及优品

财富

COO

高卫东。 与会嘉宾表示，科技

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双方需共享

金融数据

+

行为数据， 以更精准画像、线

上线下合作经营客群； 面对中国投资者

的行为特征，需因地制宜做智能投顾；智

能投顾除了看风险回报， 还要考虑流动

性和现金流， 以丰富整个智能投顾的投

资策略。

第二个圆桌论坛的主题为 “探索金

融科技公司上市之路”。 乐信总裁吴毅、

拍拍贷总裁胡宏辉、 汇付天下总裁穆海

洁及

51

信用卡董事会秘书兼资本市场

副总裁魏建鹏等嘉宾分享了自己的实践

情况。 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

切实应用在支付服务的方方面面， 金融

科技公司需要以帮助用户进行个人负债

管理为切入点，服务垂直人群，满足各种

科技以及金融需求。

科研投入不断上升

金融科技公司与机构加速竞合

证券时报记者 张雪囡

2017

年至今，一批金融科技公司境外

上市后的表现备受市场关注。

9

月

7

日，在

证券时报社主办的“

2018

中国

AI

金融探

路者峰会”上，乐信总裁吴毅、拍拍贷总裁

胡宏辉、 汇付天下总裁穆海洁以及

51

信

用卡董事会秘书兼资本市场副总裁魏建

鹏等嘉宾结合金融科技输出、智能风控等

话题分享了自身的实践情况。

加大金融科技输出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公布的

2018

年

半年报显示， 各公司关于科技投入和研

发的支出都在上升，且上升趋势还不少。

这到底是被动的转型抉择， 还是主动地

以科技赋能金融转型呢？

吴毅表示， 乐信并非转型而是一开

始就不断在加码科技投入，是一家天生具

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公司

60%

左右的核

心产品与研发人员都来自腾讯。其核心竞

争力的建立也一定是互联网金融科技。

胡宏辉认为，拍拍贷在金融科技的输

出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年。这一过程中，拍

拍贷除了提供客户流量（包括后面的风控

技术、反欺诈技术），更多地是在做一些基

础研究工作和基础金融科技的输出。

穆海洁指出，在中国支付市场，移动

支付已可替代银行卡传统的支付技术，

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切实应用在支

付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大科技投入势

在必行。汇付天下未来可能会向不具备这

部分能力的机构进行一些科技输出。

魏建鹏表示，

51

信用卡的定位一直

是科技公司， 包括帮助用户进行个人负

债管理，以这个为切入点服务垂直人群、

满足各种科技以及金融需求。

与银行系子公司的竞合

现在不仅金融科技公司在加大金融

科技的输出，诸多银行也纷纷建立自己的

金融科技子公司。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

机构同时瞄准这个领域，竞争不可避免。

胡宏辉表示，传统机构在财力、人力都

颇具优势，双方合作时，双方企业文化容易

冲突，一些互联网公司对风险敬畏度不够。

魏建鹏表示， 诸多银行在金融科技

方面做得很好， 但一些服务点的业务有

所欠缺， 尤其是一些规模偏小的银行或

信托等。 金融科技公司更需要做的是根

据传统机构的需求，补足他们的能力。

吴毅认为， 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

技公司合作才是未来发展方向， 传统金

融机构需要在科技方面不断进步， 不断

对原有系统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刷新。

穆海洁也表示，比起行业竞争，合作

是更为重要的话题。 因为中国市场非常

庞大， 目前传统金融机构触及的地域和

客户，很大程度没有覆盖到全国。

AI金融布局日益广阔

智能投顾尚须“因地制宜”

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AI

金融布局除了涉足智能监管、

智能交易、智能客服、量化交易外，还

在智能投顾领域日渐风行。 在业务信

息查询、 用户个性画像以及投资分析

见解方面， 智能投顾已广泛运用在各

个金融机构。

9

月

7

日，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

“

2018

中国

AI

金融探路者峰会” 上，

华夏财富总经理张晖、 恒生电子总裁

助理张慧海、品钛财富管理业务

CEO

郑毓栋、 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

行部产品营销负责人崔瑛， 以及优品

财富

COO

高卫东围绕 “智能投顾和

AI

投资”主题开展圆桌讨论。

“个人投资者进入资产配置时代，

公募基金有望成为智能投顾一个主要

的标的。 ”华夏财富总经理张晖称，公

募基金公司在智能投顾方面具有专业

的天然优势，主要原因有三：公募基金

市场容量和策略丰富； 公募基金长期

收益超越了大多数的理财产品； 产品

标准化非常适合智投、 大类资产配置

底层标的；接受每日的申投，具备流动

性和灵活性的需求。

恒生电子旗下四家子公司分别在

不同的方向布局

AI

智能投资以及智能

投顾。恒生电子总裁助理张慧海认为，金

融机构和科技公司有很大合作空间及天

然的互补性，“金融机构的账户数据、 交易

数据、

App

前端操作的一些行为特征数据

以及外部引入的非结构化数据， 都可为金

融科技公司做智能投顾、做相应用户画像

提供很好的基础”。

“智能投顾的实现还基于细分产品

的量化， 智能投顾的组合在国内都是以

ETF

为主， 国内大部分的产品都是股票

型的基金。”兼任圆桌论坛主持人的优品

财富

COO

高卫东表示，须结合国内的用

户习惯及金融产品的结构， 因地制宜地

开展智能投顾。

品钛财富管理业务

CEO

郑毓栋称，

智能投顾面临的客户、渠道、产品的“不

标准”仍需不断摸索。 此外，中美两国的

智能投顾区别很大，国内发行产品主体

丰富，有银行基金券商等；国内交易磨

损或摩擦带来的成本较高；国内投顾的

盈利模式与美国相比也有区别。 但是，

国内的用户数据开发和用户画像做得更

好，“怎么在现有框架下把智能投顾这条

路走下去， 是所有同业需要探索的一个

地方”。

“面对中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需因

地制宜做智能投顾， 提供有效的白盒策

略给用户更多选择， 让个人投资者积极

参与到投资当中。”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

私人银行部产品营销负责人崔瑛分享了

自己的经验，“智能投顾中除了看风险回

报，还要考虑流动性和现金流，以丰富整

个智能投顾的投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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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人工智能生态链 银行与科技公司发力科技应用

证券时报记者 张雪囡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 科技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拓宽了

智能科技的应用领域。

9

月

7

日，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

“

2018

中国

AI

金融探路者峰会”在深

圳举行。峰会期间，平安银行行长胡跃

飞、 华为智能计算业务部

Atlas

产品

总经理张迪煊、 蚂蚁金服财富事业群

常务副总裁祖国明、 腾讯金融科技智

库首席

AI

理财专家李善林分别结合

自家案例作了主题演讲， 分享了他们

在

AI

金融上的实践和突破。

科技加强新零售业务

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针对科技如

何赋能金融服务这一话题， 分享了平

安银行的实践。胡跃飞表示，平安集团

正在从业务、管理、服务三个方面全面

加强科技应用， 并把每年营业收入的

1%

持续投入科技创新，目前已累计投

入超过

500

亿元。

胡跃飞表示， 平安集团提出深化

“金融

+

科技”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实

施“金融

+

生态”的战略，强调智能化，

从业务、管理、服务三个方面全面加强

科技应用： 平安银行

OMO

新零售金

融模式， 线上以口袋银行

App

为载

体，线下平台是零售新门店，打破传统

高柜模式；

KYB

（中小企业征信数据信

用贷） 更多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真实

的企业经营数据， 实现线上申请和系

统自动审批以及

SAS

（供应链应收账

款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痛点；智能化客户服务体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绘制客户画像，对

客户信息进行标签化处理

,

同时打造

了智慧财务平台和信贷风险管理平台

两大智慧管理系统， 提升决策效率和

风控能力。

此外， 胡跃飞提到平安银行的

AI+

客服。 虽然机器人客服并非新鲜

事， 但是挑战在于怎么和客户实现更

自然的交互。 平安银行正在与平安集

团密切合作， 计划在

2020

年实现

AI

客服占比超过

90%

。

与机构共建AI生态链

深圳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前沿重

地，孕育了许多具有科技基因的公司。

除了平安银行这类传统机构加大科技

应用，华为作为科技公司的代表之一，

其智能计算业务部

Atlas

产品总经理

张迪煊针对 “如何打造智能计算生态

系统”这一话题，也有独特见解。

在张迪煊看来， 万物互联的时代

已经到来， 全球

400

亿个终端，

1000

亿个连接，

AI

技术会驱动各行各业逐

渐走向智能。

在金融领域，张迪煊表示，华为已

经服务

460

多家中国金融机构。 他以

OCR

（光学字符识别）为例，很多银行工

作人员在下班后仍然忙于印票据等工

作，

OCR

可通过

AI

技术对票据实时分

析、校验，提升校验效率。

蚂蚁金服财富事业群常务副总裁祖

国明发表了 《

AI

成就互联网金融新生

态》主题演讲。 他介绍，蚂蚁金服围绕开

放平台概念，打造

S2B2C

的模式，即通

过开放蚂蚁金服的用户精准刻画系统、

风控安全系统、智能营销系统，包括引入

智能客服、数据共创，以及整体的技术框

架搭建，创造一套解决方案

,

将

AI

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投前、投中、投后智

能化的全场景中。

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

AI

理财专

家李善林分享了腾讯理财通在智能投顾

领域方面的思考探索。

李善林分析，智能理财分三个阶段，

早期的互联网销售阶段，无论是

AI

技术

还是智能科技都是辅导作用； 第二阶段

是智能营销和精准推荐， 大数据画像、

理财成熟度模型构建的重要性凸显；第

三个阶段是智能投顾， 基于对用户、市

场、产品理解，辅助用户投资决策、做好

投后服务，智能投顾模型流程确定，包含

客户分析、资产配置、组合选择、交易执

行、组合调整、组合分析等，且系统允许

内部投研人员分析师添加新模型或对已

有模型参数进行调整， 并联合更多金融

机构提供多层次用户的多层次投资服

务。三个阶段的共同前提是，确保平台安

全、合规、规范运营。

2018中国 AI金融探路者峰会现场，与会嘉宾正在发表主题演讲。

第一个圆桌论坛，与会嘉宾热议“智能投顾和 AI投资” 。 第二个圆桌论坛，与会嘉宾探讨“金融科技公司上市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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