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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时，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银行”自然也成为了

势不可挡的新业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颠覆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格局，炫酷的未来

金融大幕，已徐徐打开。

无感知金融时代
银行如何重生

文/唐玮

毕
马威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中宣称，到2030年银行可

能“消失”。类似于S i r i的

人工助手或将取代人类接管客户的生

活与金融服务，未来机器人上门服务

或将实现，传统银行的多数部门或将

消失。

或者，不止是银行，纸币可能也会

消亡，数字货币渐渐占据主导地位。

瑞典曾是第一个使用银行发行代金

票据的国家，但如今瑞典人日常生活中

仅有20%的交易使用现金或票据结算，

实体货币或在瑞典首先消失。瑞典央行

于2016年11月宣布正在考虑发行“电子

克朗”。中国央行也已有相关研究，其

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在数字票据交易

平台试运行。

到底，是颠覆消失，还是浴火重生？

未来金融构想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每一次社会

变革，几乎都离不开技术革命，同样也

都伴随着金融创新。

而此次掀起的金融科技浪潮中，人

工智能（AI）成为了主角。仿佛我们才

为傻兮兮的初代Siri激动不已，各类专业

机器人就开始碾压人类的智商，科幻电

影里的未来世界似乎触手可及。AI曾经

是实验室里“聪明人的玩具”，转眼之

间，已容身于我们的生活中。

试想，在某个忙碌的周一清晨，

一直试图兼顾事业与家庭的你，突然想

起今天已是某一账单的最后期限，但此

时必须送孩子上学再去公司开例会。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机器人管家伊森代

劳，但你不想错过与渐渐长大的孩子难

得的亲密时光。此时，你立刻和机器人

财务顾问艾米联系，艾米提示，它可以

轻松搞定，请戴上V R眼镜，虚拟化银

行场景立刻在眼前打开。2分钟后，你

带着孩子愉快地出门了，因为艾米同时

把这个月的投资报告也一并呈现了，克

服了人性弱点、并经大数据删选后的标

的收益自然令你颇为满意。此时伊森已

选择了最优路线，并设置了自动驾驶模

式，在放松的情境下，你可以心无旁骛

地与孩子交流。

在这幅未来的愿景中，好像银行不

再是金融服务的主体了？

是的。最好的金融是“无感知金

融”，当需要的时候，金融就在手边。

也就是说，未来金融不再是高冷范，必

然是深入渗透到生活中。以前人们只能

在特定的时间到金融机构申请服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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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服务因为术业专攻而显现条块分割状

态，但未来的金融必然是融合的，以用

户为核心，围绕着生活的场景一站式服

务。这就是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

官陈龙所定义的C2B金融生活的概念。

银行作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未来

不仅物理空间将被打破，类似VR工具即

可把银行物理上的营业场所虚拟化，随

时随地可以提供金融服务。“而且银行

的信息账户、信息系统和账户系统，可

以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也做到完全

开放，或许连账户都不需要了。”曾主

导招商银行“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

际化”大戏的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分

析说。

消失、重构、场景化、无感知化，

就是未来银行的关键词了么？

银行历来自带IT基因，如今，伴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生物识别

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不断进步，一站

式便利金融服务已近在眼前。

如“刷脸”就可以获得贷款，生物

识别技术让金融更安全。

又如，大数据的魅力与便利。中国

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认为：“未来

成功的银行一定是数据大行，是数据分

析、数据解读的优秀银行，从数据中获

得洞察力，攫取价值。”

有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当你打开某

一金融公司的应用界面时，连接了各类

数据的系统，可以自动匹配你的需求，

无论是办理贷款、投资理财，根据你的

身体状态推荐美食，根据你的职业规划

推荐学习内容，根据实时路况推荐最优

出行路线，根据过往病史、健康情况、

财务状况推荐合适的保险产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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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站式满足。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项金融产

品，或者一家机构，通过大数据连接，

能满足你所有的生活场景中的一切金融

需求，你还会费心费力地选择多个专业

金融机构吗？

从这个角度而言，毕马威所预测的

“银行终将消失”，并非耸人听闻，可

能就是未来发展的结果。

颠覆抑或重生

近年来，挑战与颠覆，一直与银行

这位金融贵族如影随形，存贷差收紧、宏

观经济走弱、金融科技的突飞猛进、降杠

杆从严监管、忽视长尾客户……无一不昭

示着，银行的春天远去，凛冬将至。

“人工智能来了 ,世界完全改变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

总裁朱民说。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的技术，银行对客

户、产品、服务、风险管理、渠道的理

解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个过程将

改变整个银行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网络银行的概念。

锦州银行副行长王晶也坦言，从2013

年开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

融，2016年开始的移动支付形成的无现金

运动，对银行都带来了很强的冲击。

如果说，2013年互联网金融对银行

的影响是蚂蚁对大象、毛细血管对主动脉

的量级的话，现在金融科技的冲击，就如

同刮骨疗伤般关乎全身，更为紧迫。

银行有个接地气的指标叫作离柜

率，即银行业务通过移动设备、电子自

助服务、智能终端等离开柜台办理与到

柜台处理的比例。眼下这个比例在以惊

人的速度直线上升。银行业协会数据显

示，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达

1777.14亿笔，同比增长63.68%，离柜

交易金额达到1522.54万亿元，行业平

均离柜率达到了84.31%。

显然，客户的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埃森哲的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在逐渐深入：

消费者正以每年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速

度，从传统银行迁移到互联网金融。

不仅是个人业务，埃森哲预测，到

2020年银行业将有近30%的营收受到影

响，其中17.4%来自存款，6%来自信用

卡和支付，4.9%来自贷款，3.4%来自

资产管理。

如果说，来自商业模式的冲击，是

对传统商业银行竞争力本源的拷问，那

么，来自思维方式的冲击，则是对传统

商业银行灵魂的洗礼。

思维方式的冲击主要来自客户至

上、开放包容、平等普惠。马蔚华分

析说，虽然我们银行也非常重视客户至

上，但和金融科技公司在逻辑上有差

异。银行讲究的是通过规范制度流程和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的技

术，银行对客户、产品、

服务、风险管理、渠道的

理解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

化。这个过程将改变整个

银行业，这是一个完全不

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网

络银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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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的风险控制，最大化提高投入产能

效益。金融科技是提高客户体验，尽可

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因为金融科技的思维方式是消除

信息的不对称，而银行此前的盈利模式

正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的，故

平等而普惠的模式，相较于少数而专业

的金融服务模式，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拥

戴。

所幸，目前银行已经朝着这个方

向改变了。但技术更迭更快的一些后来

者，却大有居上的气势。

以近年来风头正劲的蚂蚁金服为例，

据陈龙介绍，自2013年开始使用云计算的

技术，到2016年“双十一”，他们已能够

处理12万笔/秒的交易，而全球最大的支

付机构Visa的记录是1.4万笔/秒。

蚂蚁微贷已为600多万家小企业

（中国共有70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

1万多亿元贷款，这自然与银行业庞大

的贷款余额不可相提并论。但著名的孟

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其贷款金额

达到1000亿人民币用了40年，而蚂蚁微

贷的万亿规模仅用了6年。

由此可见，未来金融的战场必然是

技术的竞争，拥有成千上万工程师、成

千上万算法科学家、成千上万服务器甚

至量子计算机的技术大牛公司，秒杀一

般的金融机构似乎也非难事。

我们已经知道，未来新的金融生

态必然是场景化服务，从“资金-场景-

人”（产品-网点-客户）迭代至“人-场

景-资金”，资金不再成为核心优势，场

景才能粘住客户。

换而言之，谁先构建完整、方便、

安全、囊括各类金融服务的场景，谁就

赢得了先机，构建的主体也无所谓是银

行、券商、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是

谷歌、苹果、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了。

那么，先天理念不足、后天技术被

赶超、商业模式被碾压、客户被分流、

资金网点优势无用……看起来劣势满满

的银行，还有何优势，确保不被消亡？

信用与安全。悠久的历史、专业的

形象、一定的国家背书所形成的信任，

加上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银行有严

格的风控和流程隔离风险确保安全。

这也是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坚定

认为“银行不会被颠覆”的理由。他认

为，在本轮金融科技浪潮中，传统金融

机构坚守金融的基本规律，再加上积极

应用科技手段，已大大推进整个金融业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也

可后来居上。

显然，是否消失，还取决于银行本

身。

套用一下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

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 一书的最后一句话：在一个

充满变化和挑战、新观念和新危险、新

领域和持久危机、痛苦和成就的时代，

在这么一个重叠的时代——传统金融与

未来金融交相辉映的时代，银行既是无

能为力的，也是无所不能的。

金融行业需要构建平台＋

生态。对于银行而言的机

会是，借助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

新技术在精准营销和风险

控制等方面进行金融创

新，通过技术大大降低银

行的运营成本，通过金融

创新获得更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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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新的竞争力

幸运的是，所有银行都在努力改

变。建设银行早已在深圳打造了智能网

点，用机器人分担了行员的工作；工商

银行用“高、大、上”的白色基调设计

智能网点，大厅只要一位“百问不倒”

的大堂经理穿梭解说就够了；财富管理

做得最好的招商银行，更标榜指纹和

面部识别等高科技，强调未来银行的

“轻、创新”。

“金融科技将会重新定义商业银行

的经营之道”，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认

为，我们必须举全行“洪荒之力”，推

进以“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为目

标的金融科技战略，不仅要充分利用自

身零售客群的优势，在传统的产品和服

务流程上插上移动优先的翅膀，来一轮

渠道革命和服务升级，还要全力挖掘行

内外的数据资源，在客户营销和内部管

理中装上大数据的精确制导，来一场思

维革命和工具升级。

在快速迭代的金融道路上，不进则

退。如何重塑银行在金融科技时代的竞

争力？

“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两大

挑战，一是核心系统较为老旧，二是诸

多新技术需要适配与应用。”华为中国

企业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刘维明认为，金

融行业需要构建平台＋生态。

对于银行而言的机会是，借助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

技术，在精准营销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进

行金融创新，通过技术大大降低银行的

运营成本，通过金融创新获得更多的盈

利。

最新发布的《未来银行创新报告

2017》中也提到：

在业务层面，银行需提高核心业

务能力。利用金融科技构建衍生服务体

系以及分布式服务系统。基于大数据思

维，依托云、网、端的融合效应，建立

内外交互的信用风险评级管理体系、量

化模型和IT系统。

在技术层面，银行需善用科技，提

升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具体而言包括

以下几点：

要加强移动互联。

善用大数据。聚焦客户，提升银行

精准营销和客户服务水平；聚焦内部，

即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内部运营，减少风

险损失。

云计算。一个开放银行生态系统是

一个“云”上的生态，实时响应客户和

消费者所需。

人工智能。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会使

金融服务的形态、客户数据处理、洞察

需求、风险管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区块链。应用于客户识别、贸易融

资、支付和金融交易等等。

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曾经说过，

你身上发生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如何应对。看，哲学家说过什么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也是这么想的。

1777.14
亿笔

2016年中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离柜交易达

离柜交易金额达到

1522.54
万亿元

到2020年，银行业将有近

的营收受到金融科技的影响
30%
毕马威报告称，到

银行可能“消失”

20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