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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陆龙飞 1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本文从分析金融科技（Fintech）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作用机制入手，结合

2009-2018 年国内 24 家商业银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结果表明：

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先升后降“倒 U”型趋势 , 即发展初期 Fintech 增加商业银行

风险承担水平，伴随银行转型升级与监管创新趋严，转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最后基于商业

银行、政府以及金融科技公司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科技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系统广义矩估计

一、引言

2018 年 3 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两会上表示，银行业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主战场，防范银

行业风险是打赢防范风险攻坚战的关键。作为智慧金融象征的 Fintech，兴起以来深受投资者追捧，

依托普惠性、多样性等优势冲击传统银行主体地位，搅动金融业这口大缸。于银行而言，Fintech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把握 Fintech 应用方向，做到既能依托 Fintech 转型升级，又能风险防控升级，

成为商业银行变革的重大命题。在此背景下，研究 Fintech 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多从定义、作用、风险等方面对 Fintech 进行讨论。金融稳定委员会将 Fintech 定

义为技术带来的技术创新。Catherine M.Brennan（2016）肯定 Fintech 具备的应用价值，但质疑金

融创新过快，法律监管滞后，易导致法律合规问题。Tokushi Nakashima（2018）认为，Fintech 提

供一种信用创造，解决困扰已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用风险。张庆君等（2017）基于外部

冲击视角，认为 Fintech 在信贷市场与银行争抢份额，降低银行资本配置效率。邱晗等（2018）指出，

Fintech 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作用银行负债端抬高资金成本，进而增加资产端风险承担水平。

姜增明等（2019）剖析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问题所在，提出 Fintech 的创新解决手段，同时

指出 Fintech 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因此，银行需要平衡好促转型和防风险问题。

已有文献多从理论层面阐述 Fintech 对商业银行业务和功能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缺乏对 Fin-

tech 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探讨。本文基于此，一方面，从内外视角阐述 Fintech 对商业银行

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拓宽 Fintech 研究视角，丰富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系

统构建我国 Fintech 发展水平指标，运用 2009-2018 年 24 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参照实证结果为银行转型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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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机制与假设

（一）影响机制

1. 外部冲击视角审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Fintech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并改善了金融的生态环境，在金融自由化不断推

进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和机构能够参与到传统金融的活动中来，由科技公司率先主导的 Fintech，

依托普惠性和可参与性等优势冲击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动摇银行经营的稳健性，进一步影响银行

风险承担水平。

（1）资产业务。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理念上通常遵循“二八”定律，即 20% 的高端客户创

造 80% 的利润，忽略经济活动中的长尾客群，造成金融服务有效覆盖不足，供需错配严重。而

Fintech 基于长尾理论，与银行“二八”定律背道而驰，将服务对象锁定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人等长

尾客群，通过不断积聚长尾客群形成与传统商业银行相匹敌的市场规模，构建自身盈利模式，冲

击银行信贷业务。银行为守住盈利水平，往往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门槛方式挽留优质客户、

吸引新客户，加剧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2）负债业务。根据麦金农金融抑制理论，利率管制导致金融抑制，进而影响资金有效配置。

利率市场化前，国内商业银行“密谋”形成卡特尔，将存款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较高利差收

入坐享政策红利，被称为躺着赚钱的时代。随着 2013 年首次放开贷款利率，2015 年逐步放开存

款利率，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同时政府包容性监管催生大量从事金融业务的非银部门，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银行利率偏差得以纠正。以网络理财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凭借低成本、高收益

和随时支取等优势分流银行存款，造成银行存款搬家现象。凭借自身积累的资金优势，非银部门

与银行进行资金议价，以协议存款方式将吸收资金拆借给银行，获得较高利息收入，变相抬高银

行资金筹集成本，加剧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

（3）中间业务。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存贷利差不断收窄，积极寻求中间业务发展。以支

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迎合年轻人消费习惯，凭借便捷、无手续费等优势抢占银行支付

结算市场，蚕食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交易期间形成的资金沉淀，通过与银行协议方式获得短期利

息收入，抬高银行资金获取成本。由于交易不再直接通过银行，银行无法获得相关交易数据，数

据缺失影响银行对客户的资信评估，信用风险更加隐蔽。

2. 科技赋能视角审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金融科技背后的技术创新，通过在金融领域创造的示范效应为商业银行转型升级指明方向，

从获客信息、经营成本、风险防控三方面影响银行的经营模式，助推银行提质增效，提高经营稳健性，

降低风险承担水平。

（1）获客信息。银行传统数据来源于自身业务积累的存量数据，数据来源单一，范围有限，

多为静态化、结构化数据。API 接口技术，实现银行多渠道提供金融服务，通过接入其他企业商

家的应用程序，扩充数据来源，获得多场景、多类型的动态非结构化数据，实时监测用户交易行为。

结合大数据技术，打通数据孤岛，增强多类型数据间的相关分析，形成结构化数据，解决信息不对称，

预测用户交易行为，评估用户资信水平，预防信用风险。

（2）经营成本。以往银行规模扩张依托物理网点数量和机构人员数量，组织结构庞杂冗余，

分支化、多层级结构特征造成内部管理弊端，各部门间信息传递不充分、不及时，信息协调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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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银行内部管理、协调成本，降低机构运作效率。金融科技推动银行轻型化转型，线下业务线上化，

提升业务离柜率，降低经营成本。基于技术视角，云计算提升信息处理速度，优化各部门信息处

理方式，降低经营活动中信息搜寻成本；人工智能优化人员结构，减少基层员工比例，提升专业

人员占比，将简单重复事项交由机器完成，提高运营效率，缩减人工成本；大数据实现银行数据

集中规范化管理，原先数据孤岛问题得到解决，各部门组织协调更有效率。

（3）风险防控。传统银行风险管理分为三步：事前识别、事中控制、事后规避，三步骤看似

一体，实则相对孤立，不同风险部门分管各自风控流程，部门间信息传递存在时滞，信息传递不

充分问题突出，一旦发生风险，各部门互相推诿，风控效果大幅削弱。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运用，

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各部门信息管理沟通能力，提升风险管理效率；结合收集的多维数据，

云端强大的计算能力提升信息处理技术，多视角联合分析，提高银行风险辨别能力，打造更加快捷、

精准的风控平台，实现风险动态化管理。

（二）研究假设

综合上述分析（图 1），科技公司等非银部门主导的 Fintech 通过蚕食利润、加剧市场竞争、

优化服务模式等方式冲击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进而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

平。然而，随着 Fintech“鲶鱼效应”加剧，商业银行积极转型，投身 Fintech 浪潮，在获客模式、

成本管理、风险防控方面积极投入，有效改善自身经营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对 Fintech 包容性监

管不断趋严，监管框架日渐明晰，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等非银部门由竞争对抗转向合作共生，共

同推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助力银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

由此提出本文假设：从动态演进视角来看，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

U 型趋势，即发展初期 Fintech 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伴随银行转型升级与监管创新趋严，

转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国内 24 家商业银行（5 家国有银行，10 家股份制银行，9 家城商行）

图 1  作用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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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区间选定为 2009-2018 年。相关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中国金融

统计年鉴》以及各银行年报。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国内外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主要有 Z 值、预期违约率、不良贷款率、风险加

权资产比率等。其中，Z 值衡量银行的破产风险，而我国商业银行存在政府隐性担保，破产可能

性几乎为零，因此该指标不适用。同时，预期违约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有效指标，

依赖健全信用评级体系，而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相对落后，银行预期违约率数据获取性不高，方法

失效。综合考虑，本文选取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变量，变量定义为：风险加权资

产／总资产，该变量值越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为确保分析结果稳健性，选取不良贷款率

作为辅助变量，变量定义：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

科学构建 Fintech 指数是实证分析得出有效结果的关键，本文采用郭品和沈悦 (2015) 的文本挖

掘法构建 Fintech 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结合金融功能和技术路径，建立 Fintech 初始词库，如表 1 所示。

表 1  初始词库

维度 关键词

支付结算 第三方支付 网上支付 在线支付 移动支付 网络支付

资源配置 网络融资 网络投资 网贷 网上融资 网上投资

风险管理 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保险 在线理财 网络理财 网上理财

信息渠道 网银 网上银行 电子银行 手机银行 网络银行

技术基础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 生物识别

第二，借助《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计算关键词词频。在数据库搜索栏中，依次输入

初始词库中的 25 个关键词，记录 2009-2018 年各个关键词在每一年份的新闻发布次数以及该年份

的新闻发布总数，计算得出关键词的年度词频。

第三，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 Fintech 指数。基于初始词库中的全部关键词，进行综合因子分

析，计算 Fintech 指数。首先，对变量进行 KMO 检验，由表 2 可知，KMO 大于 0.6，说明选取的

关键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提取公因子，结

果显示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超过 90%，说明提取的公因子基本可以反映关键词所包含的信息；再次，

对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计算因子得分；最后，为保证后续实证需要，将数据标准

化至 0-1 之间，得到 Fintech 指数 .

表 2  KMO 检验

指数 KMO 值

FinTech 指数 0.7018

陆龙飞：金融科技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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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文本挖掘法和因子分子法构建的 Fintech 指数走势如图 2 所示。

3. 控制变量

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从银行层面（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选取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的相关控制变量。银行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包括：（1）资本充足率（CAR）。资本充足率对商业

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尚无统一定论，一方面，银行自有资本越多，自担风险意愿越低，更偏向谨慎投资；

另一方面，银行考虑到充足资金存量，能够有效应对风险，从而主动提高资产风险等级（张雪兰、

何德旭，2012）。（2）盈利能力。本文采用资产收益率（ROA）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按照风

险收益正向挂钩原则，盈利能力越高的银行，其投资策略更加激进，承担风险更高；盈利能力相

对偏低的银行，其经营决策更加稳健，承担风险更低。（3）经营效率。学术界多用成本收入比（CIR）

反映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经营效率越高，银行对市场情绪越乐观，越倾向投资部分高风险项目。（4）

成长能力。本文采用资产规模增速（ASGR）作为衡量银行成长能力的代理变量，一方面，我国银

行存在政府隐性担保，一旦发生破产危机，政府势必救助，从而助推银行投资策略往激进化方向

发展；另一方面，大规模银行业务种类更加丰富，通过多元化经营，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承担（江

署霞、陈玉婵，2012）。

宏观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包括：（1）宏观经济水平。GDP 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有效反映定期内社会生产情况。GDP 增速越快，意味当期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融资需求越多，银

行就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增加风险承担。（2）货币政策。M2 增速用于反映当期货币政策松紧程度，

与利率紧密联系，低利率一方面降低银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增加社会资金需求，为提高盈利性，

银行积极放贷，增加风险。上述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3、表 4 所示。

图 2  2009-2018 年我国 Fintech 发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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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

 被解释变量
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ISKRWA 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 *100

不良贷款率 RISKBLR 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 *100
核心解释变量 Fintech 指数 FIN Fintech 指数

  控制变量

资本充足率 CAR 资本／加权风险资产 *100
盈利性水平 ROA 资产收益率 *100
经营效率 CIR 成本收入比 *100

流动性水平 LR 流动性比率 *100
成长能力 ASGR 资产规模增速 *100

宏观经济水平 GDP GDP 增速 *100
货币政策 M2 M2 增速 *100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RISKRWA 61.747 6.571 43.29 78.06 240
RISKBLR 1.144 0.496 0.10 3.81 240

FIN 0.552 0.329 0.00 1.00 240
CAR 12.428 1.537 8.88 18.45 240
ROA 1.062 0.241 0.29 1.76 240
CIR 31.641 5.637 20.52 56.68 240
LR 46.049 10.571 27.60 92.45 240

ASGR 20.455 14.737 -4.27 125.57 240
GDP 7.960 1.328 6.60 10.60 240
M2 14.220 5.697 8.10 28.50 240

（三）研究设计

为验证本文假设，设计如下方程：

RISKit=β0+β1 RISK(i,t-1)+β2 FIN+β3 FIN2+Σ 7 
j=1 αj Controljit+μi+εit                                                             （1）

式中，RISKit 表示第 i 家银行第 t 期风险承担水平，考虑风险持续性，引入第 t-1 期风险承担

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其余解释变量包括 Fintech 指数、银行层面及宏观层面各控制变量。其中，

β2β3 刻画 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为研究重点关注内容，依据前述理论分析，β2

预期为正，β3 预期为负。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作为数据分析先决条件，占有重要作用（谷安平、史代敏，2010）。本文围绕银

行层面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LLC 和 IPS 方法下，各变量均通过显著

性检验，数据平稳，避免实证中伪回归现象。

表 5  变量平稳性检验

变量
LLC 检验 IPS 检验

统计量（P 值） 统计量（P 值）
RISKRWA -9.065（0.000） -3.575（0.000）
RISKBLR -1.386（0.083） -2.369（0.009）

CAR -6.180（0.000） -5.061（0.000）
ROA -15.300（0.000） -1.538（0.062）
CIR -10.760（0.000） -2.336（0.009）
LR -14.130（0.000） -4.066（0.000）

ASGR -17.672（0.000） -5.523（0.000）

陆龙飞：金融科技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81

2019 年第 1 期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不考虑风险承担滞后项影响下，首先进行混合效应（POOL）、固定效应（FE）以及

随机效应（RE）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根据 F 检验及 LM 检验 P 值情况，拒绝混合效

应回归结果，其次 Hausman 检验 P 值为 0.116，初步认为选用随机效应模型，但回归仅为 0.4235，

不尽如人意，模型弃用。考虑到银行风险承担持续性影响（徐明东、陈学彬，2012），引入风险

承担滞后一期项作为解释变量，构成动态面板数据，同时出于对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最终选用广

义矩估计（GMM）进行实证分析。表 6 记录了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GMM）及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回归结果，AR（2）和 Sargan 检验结果表明两模型都具备合理性，但系统广义据估

计相较差分广义据估计更加稳健，因而本文将依据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 6  回归结果

变量 POOL 回归 FE 回归 RE 回归 DIFFGMM 回归 SYSGMM 回归

L.RISKRWA
0.5891***
（0.1247）

0.5935***
（0.0654）

FIN -33.2482**
（12.6215）

-33.1513***
（8.1118）

-32.6511***
（8.5932）

-47.9375***
（8.5236）

-38.5564***
（7.2031）

FIN2 24.5276***
（8.2483）

25.8621***
（5.6354）

25.1262***
（5.9193）

-28.6031***
（5.1248）

-22.6366***
（4.9624）

CAR -1.8370***
（0.3691）

-1.1037***
（0.2652）

-1.2965***
（0.2362）

-1.1528*
（0.6385）

-0.7632
（0.4990）

ROA 2.2673
（2.8972）

5.1392*
（2.8220）

3.9905**
（2.0929）

1.8973
（1.5989）

2.5576*
（1.5032）

CIR -0.1581
（0.0967）

0.0926
（0.2360）

0.0103
（0.1468）

0.3664*
（0.1993）

0.1362
（0.2494）

LR 0.0010
（0.0616）

0.1120**
（0.0535）

0.0796
（0.0510）

0.3367***
（0.1137）

0.1986***
（0.0547）

ASGR -0.0973***
（0.0307）

-0.0902**
（0.0386）

-0.0904**
（0.0357）

-0.2513***
（0.0502）

-0.3031***
（0.0560）

GDP -2.2173**
（0.8588）

-2.3175***
（0.6359）

-2.2434***
（0.6334）

4.2446***
（0.9651）

3.7559***
（0.6176）

M2 -0.7017***
（0.1743）

-0.6628***
（0.1483）

-0.6681***
（0.1380）

-0.0227
（0.1382）

0.0824
（0.1757）

R2 0.4544 0.3887 0.4235
LM 检验 0.000
F 检验 0.000

Hausman 检验 0.1160 0.1160
AR（2） 0.287 0.276

Sargan 检验 0.990 0.998

注：（1）括号内为回归标准误；（2）*、**、*** 分别代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3）省略常数

项回归结果   

首先，银行风险承担滞后一期项的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银行风险承担的确具有

持续性影响，这与徐明东、陈学彬（2012）分析相吻合。

其次，FIN 与 FIN2 的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和负，这恰恰印证了本文所提研究假设，即

Fintech 在发展初期，以互联网金融形式通过蚕食利润、加剧市场竞争、优化服务模式等冲击商业

银行各项业务，进而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随着非银部门主导的 Fintech 带来的示范效应加深，

以及国家监管部门对 Fintech 的包容性监管趋严，商业银行逐渐认识到布局 Fintech 的重要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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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外部输入与自主研发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在积极转型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控风险，从而

降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

再者，银行层面控制变量。资本充足率（CAR）越高，银行自有资本越充足，在风险投资上

越为谨慎，不愿自担风险，从而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但在统计指标上并不显著。资产收益率（ROA）

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银行盈利能力越强劲，依据“高风险高收益”原

则，银行为维持高额收益，更愿投资高风险项目，导致更高风险承担水平。成本收入比（CIA）通

常用于反映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经营效率越高的商业银行，资源配置越有效，资产质量越高，承

担风险越小。流动性水平（LR）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该指标值越大，代表银行流动性越

好，过于充足的流动性水平易导致银行流动性过剩，出于盈利目的，银行扩大投资动机更加强烈，

引致更高风险。资产规模增速（ASGR）反映银行成长能力，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银行资产规

模扩张越快，体量越大，越具备规模优势，将风险分散化。

最后，宏观层面控制变量。GDP 增速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GDP 增长率越高，表明该国当

年经济发展越景气，银行投资热情越高，更加积极开展业务，提高自身风险承担。M2 增速可以反

应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一国的货币政策越宽松，该国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越高，更易承担风险。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采用不良贷款率（RISKBLR）作为代理变量，对模型进行再次估计，估

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检验结果

L.RISKRWA
0.3636***      （0.0746）

FIN 1.2694***      （0.4020）

FIN2 -0.8792***     （0.2322）

CAR 0.0255            （0.0186）

ROA 0.4981***      （0.1574）

CIR 0.0375***       （0.0365）

LR 0.0010             （0.0041）

ASGR 0.0014             （0.0016）

GDP 0.1609***       （0.0359）

M2 -0.0092***      （0.0041）

AR（2）            0.1060

Sargan 检验             0.998

结果表明，Fintech 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间依旧呈“倒 U”型关系，其余控制变量在作用方向

与显著性水平上基本一致，AR（2）与 Sargan 检验结果通过，再次验证本文研究假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 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出发，基于外部冲击与科技赋能视角阐

述 Fintech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其次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 Fintech 指数，合理刻画

陆龙飞：金融科技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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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近十年发展程度；最后收集 2009-2018 年国内 24 家商业银行（5 家国有银行，10 家股份

制银行，9 家城商行）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intech 对商业银

行风险承担呈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 U”型曲线关系，即 Fintech 发展初期，在 Fintech 公

司等非银部门的主导下，通过蚕食利润、加剧市场竞争、优化服务模式等方式对银行各项业务造

成冲击，银行为保证自身盈利水平，被动从事高风险项目，导致风险承担水平提高。随着 Fintech

在金融市场的示范化效应加深，银行逐步意识到布局 Fintech 的必要性，通过运用 Fintech 在渠道、

业务、产品、管理等方面优化创新，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控风险，配合政府包容性监管

趋严，降低自身风险承担。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1）商业银行层面。商业银行布局 Fintech 并不是依葫芦画瓢，照搬市场现有模式，而应立

足自身，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构筑整体支撑体系，避免同质化现象发生。

同时通过 Fintech 推动三大业务转型，减轻外部冲击造成的影响。首先，利用大数据技术打破数据

孤岛，挖掘数据关联性，提高数据利用率，通过有效数据分析筛选优质客户，淘汰劣质客户，实

现精准获客，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推动资产业务转型；其次，渠道优化，通过 API 开放接口将金

融服务与线下场景融合，构筑场景化金融，触达长尾客户，凭借低费率、高便捷、普惠性优势增

强客户粘性，推动负债业务转型；再者，通过智能管家等 Fintech 产品简化服务流程，提高业务处

理效率，将精力投入中间业务种类的丰富上，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积极推动中间业务转型；最后，

加强技术研发与人才吸收，考虑自身承担能力，以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或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方

式提高技术水平，加快转型升级，同时，建立合理薪酬机制吸收金融与科技复合型人才，邀请业

内专家定期组织培训，加深行内员工对 Fintech 认识，提高全行创新意识。

（2）政府监管层面。监管机构对 Fintech 监管既不能过松，也不能太紧，监管有度，推动

Fintech 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Fintech 作为新生事物，尚未形成系统发展模式，在其发展前期，

监管机构以包容性监管为主，给予必要支持，积极引导其向合规化方向发展。发展中后期，通过

问题暴露，确定监管方向，积极防范风险。另一方面，Fintech 由于其本身技术性，使金融服务跨

区域性更强、风险更加隐蔽、运行机制更加复杂，一旦发生风险，迅速传导至其它机构与地区，

波及范围极大，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各地监管机构不能再局限于本区域监管，应相互协调，

信息共享，实现共同监管，同时积极运用监管科技，实现动态监管，及时发现违规操作，遏制风险，

打造健康 Fintech 生态环境。

（3）金融科技公司层面。所谓金融科技公司，主要指从事金融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类

公司，公司主业在于科技，而非金融。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在所有金融牌照下提供相应金融服务，

防止跨牌照运营，同时自觉抵制钻监管空白，从事非法套利活动，做到行业自律，自我监督。另

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应坚持科技创新，深耕主业，通过与 B 端（商户端）及 G 端（政府端）客

户合作，对外输出技术，为银行转型中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助力监管部门有效监督。

（指导老师：刘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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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Risk Bearing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LU Longfei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 on the risk-taking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combines the dynamic panel data of 24 domestic commercial banks in 2009-2018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gen-

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SYSGMM).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tech's risk-taking for commercial banks has risen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That 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Fintech increases the risk-taking level of commercial bank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anks and the tightening of regulatory innovations, the bank's risk-taking level 

is reduced.Finally,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commercial banks, governments,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

Key Words:   Fintech;Commercial bank risk commitment;SYSGMM

陆龙飞：金融科技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