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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对不完美金融市场中的金
融摩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首先阐述了金融科技的内涵、发展层次认定及其
融合动因，同时介绍了金融摩擦的概念、分类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成本、信
息不对称、金融包容和风险等四个方面梳理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并对
已有学术文献和观点进行了评论。文中所综述的理论观点有助于理清金融科技对
金融摩擦的影响机制，同时为金融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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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每个行业进步的动力源泉，金融业亦不例外。在金融发展新常态下，
寻求推动金融更高效发展的新动力成为每个国家不得不面临的课题。科技带动创
新，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成为深化
金融改革的关键。近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在全球迅猛发展，金融科技公司
的融资额从 2008 年的 9.3 亿元迅速增长到 2016 年的 250 亿美元（IMF 课题组和
李丽丽，2017）。金融科技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业的电子支付等金融业的科技
化，更体现在科技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金融化，P2P（Peer-to-peer）网络借
贷、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等新兴业态方兴未艾。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十八大明确提出促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而 2013 年是众所周知的金融科技
元年。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为科技创新拓宽了融资渠道，奠定了金融与
科技融合的基础。2016 年金融科技首次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我国金
融的发展方向。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引导和规范科技在
金融领域的正确使用，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货币、移动支付等已经归入《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
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迅速。2014 年金融科技公司全
球前 50 强中我国仅占据一席，而截止 2016 年我国已有蚂蚁金服、陆金所等 10
家公司入围。2017 年上半年，我国金融科技公司获得了 217 亿元投资，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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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投资总额的 41%，几乎是美国（116 亿元）的两倍，可谓发展势头强劲，
已经成为金融科技的先行者1。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
信贷约束等金融摩擦。由于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小微企业和长尾人群的
金融需求被抑制，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金融科技的
迅猛发展势必为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金融与科技融合的实质是金融技术的进
步，随之而来的是金融行为范式的改变。大数据背景下以云计算作为技术支撑的
互联网支付为传统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进军金融业提供了砝码；区块链等技术被广
泛应用于数字货币等领域，推动了数字金融向纵深发展。然而，金融科技自身也
存在诸如算法黑箱等问题，使得金融风险隐蔽化和更具传染性。例如近期比特币
交易所遭受黑客攻击致使大量比特币被盗。同时，由于我国金融科技门槛较低等
原因，网络借贷平台跑路、非法集资等频频发生。因此，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否
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缓解信贷约束，减小金融摩擦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产生了以 P2P 网络
借贷、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新型交易模式，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不同的
金融行为范式。融入了最新科学技术的金融越来越显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以
P2P 网络借贷为例，其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突破了地域限制，更大程度的撮合
了借贷双方。然而，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巧合还是必然，金融与科技融合的驱动
因素是什么，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包含信息不对称、违约风险
和金融市场分割的金融摩擦有着怎样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金融
科技带来的金融摩擦的改变为线索，系统、深入的进行了论证，因此本文具有重
要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有文献大多
集中在金融科技的内涵和功能，鲜有学者较系统、全面的分析金融与科技融合对
金融摩擦的影响。相比互联网金融，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层次更深，融合的更加全
面，势必推动金融业全新变革。本文则从金融摩擦的全局视角，深入探讨金融与
科技的融合带来的金融摩擦的改变，从更深层次认识金融科技和金融摩擦的本
质，为现有的金融科技理论增砖添瓦。
其次，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尤为迫切。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
险和信贷约束等金融摩擦因素始终都是影响金融效率的关键。传统金融的金融中
介由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没有降低信息不对称，反而有加剧信息不对称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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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长期的信贷配给制度和金融包容不足使得我国金融体系扭曲进而导致中小微
企业和长尾人群的资金需求被抑制，区域不均衡同样呈现出加剧态势，这成为我
国经济转型关键期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
了金融科技的内涵和金融科技发展层次的认定以及其融合的供给和需求驱动因
素，同时介绍了金融摩擦的概念、分类及其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从成本、信息
不对称、金融包容和风险等四个方面重点探讨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第
四部分在前文综述的基础上，就已有文献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评论；第五部分总
结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机制。

二、关于金融科技和金融摩擦
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目前，金融科技的经营范围已经涵盖了
超过 58%的传统银行业务领域（Kotarba，2016），最具经济价值的银行和保险客
户已成为金融科技客户（Gulamhuseinwala et al.,2015）。基于区块链底层设计的
去中心化金融科技日益成为业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科技的内涵、发展层次及动因
1、金融科技的内涵
金融科技（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最初由花旗银行于上世纪 90 年
代提出，指掌握可以改善金融服务最新技术的初创公司。而随着时代的推进，新
内涵的金融科技概念则是在 2011 年提出，其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互联网金融，是
互联网金融的深化和拓宽（李扬和孙国峰，2017；廖岷，2016）
金融科技是指将科学技术应用于金融行业，且深刻影响着金融支付、融资、
贷款、投资、金融服务以及货币运行（巴曙松，2016；Ma and Liu，2017），其
凭借轻资产、高效、便捷的特点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理财、借贷、消费等的模
式。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则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内涵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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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金融创新，可能引发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产品或服务，会对金融市
场和机构以及提供的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粟勤和魏星（2017）、易宪容（2017）
对金融科技的理解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它以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前提，使
得金融服务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通过信息网络化和透明化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
现金融功能场景化以此来发现和挖掘金融的潜在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因此，
金融科技是建立在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等后端技术为支撑对传统金
融的信贷数据化、理财智能化、服务去中心化的革命性颠覆，进而通过金融服务
或产品的创新提升金融效率（沈艳兵，2017；皮天雷等，2018）。
2、金融科技的发展层次
金融科技的基础是最新科技的应用，因此，根据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大体
包含三个阶段。金融信息化是初级阶段，最典型的是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应
用。互联网金融是中级阶段，即：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科技企业相结合利用互
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快捷、便利相异于传统金融的新型金融模式（谢平和
邹传伟，2012），其形态囊括了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智能投顾和网络货
币等领域（吴晓求，2015）。金融科技是高级阶段，综合利用各种最新科技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而有效降低成本和提升了金融效率，例如：数字货币。Schindler
（2017）把金融创新按创新深度分为三个层次，从浅至深依次为：表面创新、实
质创新和基础创新，金融科技便是金融基础创新，将会引发一系列金融变革。
Bowes and Buckley（2016）则明确给出了金融科技发展时间段的划分，1866 年
——1986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电报电话技术的应用；1987 年——2008 年
为第二阶段，金融电子化广泛应用，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2009 年至今为第三
阶段，移动通讯技术在这一阶段与金融服务有效结合。
就具体应用，金融科技包含以下五大领域：支付清算领域，包括网络和移动
支付、数字货币、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等；融资领域，包括股权众筹、P2P 网络
借贷、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等；市场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智能合约、大数据、云
计算、数字身份识别等；投资管理领域，包括电子交易、机器人投资顾问等；保
险领域包括保险分解和联合保险等（FSB，2016；王勇，2017）。Lee and Jae（2016）
认为金融科技在涉及以上五大领域的基础上，监管合规也应是其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类似的，廖理（2016）认为金融科技主要在大数据征信、区块链的应用、保
险科技、智能投顾和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将有长足的发展。国内部分学者将金融
科技分为四部分。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认为金融科技包含资金筹集、支付结
算、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投资四部分，其中，分布式账户模块基于其高度的内聚
性和透明性发展潜力巨大且将对传统产生重大冲击。廖岷（2016）认为金融科技
除了包含融资、移动支付外，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也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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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所处的层次和阶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吴晓光
和王振（2017）认为鉴于我国云计算和区块链的广泛应用，我国的金融科技正处
于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高级阶段的过渡期。黄余送（2017）则认为我国金融科
技兼具三个阶段的特点，既有金融信息化的广泛应用，互联网金融的推陈出新，
也有少数创新意识较强的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相比之下，有
些学者对于我国金融科技所处阶段的理解则较为保守，认为我国仍处于金融信息
化阶段，是否能成功进入互联网金融阶段取决于互联网 IT 技术是否成熟（巴曙
松和白海峰，2016）。
与国际其他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相比较，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略显滞后，创新
主体是互联网企业巨头而非初创企业、服务对象是长尾客户群体而非个性化客户
群体、金融与科技融合的热点是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而非财富管理和保险科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17；周虹，2009）。
3、金融科技的发展动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研究了金融科技融合的必然性，即：从供给和需
求两角度探讨金融科技的发展动力。
从供给的角度看，正是因为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降低金融成本，
提升金融效率成为可能（Berger，2003）。同样，Agbolade（2011）通过研究也发
现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是促使金融高效发展的重要助力。进一步的，Schinckus
（2008）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技术要素影响金融发展的路径。Andrianaivo and
Kpodar（2011）以非洲国家为样本，研究了 1998——2007 年移动通讯对金融科
技的影响，发现移动通讯的广泛覆盖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由于长期以来
金融行业人员缺少进入与竞争机制，需要较高的工资水平支撑，其金融成本并未
显著下降，这为金融科技提供了客观的机会（Philippon，2017；Bazot，2014）。
其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环境、金融监管及金融劳动力的巨大变化引致并推动
了金融科技创新发展（Schindler，2017；Hornuf and Haddad，2016；Guiso et
al.,2013）。另外，规范金融行为的政策法规是金融科技是否能够高效发展的重要
保障（Juilong and Binjie，2016）。
从需求的角度看，除了监管等因素外，消费者行为方式的改变及需求的上升
推动着金融科技的发展（BCBS，2018）。人口结构中 80 后成为金融消费的主力
（Schindler，2017），新一代的年轻人具有风险、价格不敏感但时间敏感的特征
（Buchak et al.,2017），而移动设备和服务的普及，金融科技的便利性和有用性正
迎合了他们的金融需求（Kim et al.,2015）。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和上网经验影响
着消费者对金融科技产品的接受能力，通常教育、收入和职业背景越好，网络银
行使用频率越高，其接受金融科技的可能性越高（Laukkanen，2007）。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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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金融科技产品的信任度也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关键因素（Harrison et al.，
2018）在供给和需求的双重推动作用下，金融和科技必然会融合，而不是巧合。
国内学者针对金融科技动因的研究则相对匮乏。皮天雷等（2018）在明确金
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金融科技的形成逻辑与发展机制。乔海曙和黄
荐轩（2019）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计算了金融科技发展动力指数。特别的，赵鹞
（2016）认为 2008 年金融危机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危机，但却为金融科技的发展
提供了契机。
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耦合的产物，其诞生并不是一蹴而成的（Arner et
al.，2015）。Alt and Puschmann（2012）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消费者行为习惯
的改变，传统正规银行业服务的缺失以及监管套利的存在促使了金融科技的兴
起。类似的，我国广泛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基础，活跃的民间资本、传统正规金
融服务的单一和缺失以及监管的滞后都为金融与科技在我国迅速耦合提供了良
好的土壤（李继尊，2015）。
此外，有些学者也探讨了金融科技的功能和作用。金融科技是国内金融与科
技耦合历经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之后的第三个阶段（陆岷峰和虞鹏飞，2017），
凭借廉价性、可得性和即时性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几乎可以彻底改变中小金融
机构的服务渠道和模式，提高金融效率（乔海曙和杨彦宁，2017）。金融科技应
凭借这种优势，更好的助推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切实提升长尾人群金融实践能力
（罗福周等，2019）。同时，金融科技的耦合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金融科技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邱晗等，2018），
优化了区域生态环境。庄雷和王烨（2019）发现金融科技改变了消费方式，带来
了投资的多元化；刘园等}（2018）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
型关系并且我国正处于上升阶段。
但通过与国际间金融科技发展相比较，我国的金融科技化相对滞后，创新主
体是互联网企业巨头而非初创企业、服务对象是长尾客户群体而非个性化客户群
体、金融与科技耦合的热点是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而非财富管理和保险科技（中
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17；周虹，2009）。我国政府可以积极借鉴英国
政府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经验（费方域，2018），推出有效的创新举措，建立柔
性监管体制，助力我国在新一轮国际金融格局演变中占据主动地位（王达，2018）。
由于金融科技的去中心化，其未来发展的核心是区块链、算法交易和人工智
能，主要解决金融业务创新、交易安全高效和技术耦合等问题（王广宇和何俊妮，
2017）。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水平对金融科技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
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制度环境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且出现显著
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王仁祥和杨曼，2017），因此金融与科技耦合的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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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强化市场在金融和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课题组，2015），助力中小金融机构突破发展瓶颈，同时数据隐私作为金融
服务的重要内容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提高投资者保护力度（IMF 课题组和李丽
丽，2017）。另外，金融科技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例如：金融科技企
业的高风险性（罗福周等，2019），不仅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也
对我国的风险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李敏，2019；韩俊华等，2019）。
（二）金融摩擦及其分类和影响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完美的，即：信息完全对称，资产价格完全
由供求双方的力量决定，资金自有流动的市场。然而这是理论假设的市场形态，
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完美的，而是存在着诸多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等金融
摩擦因素。因此，简而言之，金融摩擦是资金融通过程中使金融市场处于较低均
衡状态的各种不完美因素的集合。
金融摩擦更多的是应用在宏观经济的研究中。最早关注金融摩擦的 Bernanke
and Gertler（1989）将代理成本内生化，研究代理成本和信贷市场的关系，并得
出代理成本可以放大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即加速器效应。Bernanke et al.（1998）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借贷市场中借出者和借入这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引起金融摩
擦的根源，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资金贷入者可以掌握资金借出者无法获得的真
实的产出信息，由此引发金融摩擦（艾瑶和叶德磊，2012）。国内也有学者试图
界定金融摩擦的内涵。宋玉华和李泽祥（2007）认为金融摩擦是由于金融市场的
不完美所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成本，包含信息成本、监督成本等，其根源在于金融
市场的各种缺陷。类似的，李欣泽和陈言（2018）认为来自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所
有影响资金自有流动的因素构成了金融摩擦。曹永琴（2009）对金融摩擦的定义
则更宽泛，认为一切导致金融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或者市场失灵的因素总和
是金融摩擦。类似的，资本配置的无效率或者金融资源的错配则证实了金融摩擦
的存在（Moll，2014）。
Calomiris and Ramirez（1996）则将金融摩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借出者无
法识别潜在借入者真实信息的信息不对称；第二类是交易后债务人有可能做出损
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道德风险；第三类是债权人为了获得项目的最终结果所付出
的代价，其根源依然是债务人的道德风险；第四类是阻碍资金有效流通的人为或
物理的市场分割。李欣泽和陈言（2018）则将金融摩擦分为信息不对称、政策性
扭曲和不完全契约三种金融摩擦。其中政策性扭曲的金融摩擦是指由于政府给予
特定企业或个体的优惠信贷政策而导致的差异化借贷成本的存在。不完全契约的
金融摩擦是指一旦借款人违约，投资人没有足够的措施制止该违约行为的发生而
形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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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摩擦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将借贷约束视为金融摩擦。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借款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信贷约束，而可以影响借款人借贷
额度的抵押品价格是衡量金融摩擦程度的较好指标（Kiyotaki and Moore，1997；
Iacoviello，2005）。第二类研究则将传统金融中介视为金融摩擦的来源，通过商
业银行资产负债对家庭部门信贷的影响来研究金融中介与家庭之间资金流通中
存在的摩擦（Gertler and Kiyotaki，2010）。第三类研究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金
融摩擦的货币传导效应，即：金融加速器（Bernanke et al.，1999）。鉴于本文的
研究重点为借贷关系，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金融摩擦的第一类研究。
金融摩擦的存在势必影响资金借贷者之间的资金流通。金融摩擦是引起资源
错配的根源，甚至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Banerjee and Duflo，2005）。对
于企业而言，金融摩擦的影响则更显而易见，其不仅可以从资金供给端导致投资
不足，而且可以影响到企业的产能等相关因素（毛健，2015）。然而需要指出的
是金融摩擦的这种影响并非是由单一部门施展的影响，而是多部门联动作用下的
共同影响（Buera et al.，2013）。金融摩擦的存在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加
深了资源错配程度（Gilchrist et al.，2013），而且降低了传统金融中介对企业的
信贷支持力度进而影响经济的活力（康立等，2013），甚至减少了企业的借贷渠
道（Caselli and Gennaioli，2013）。与此同时，金融摩擦也会导致市场受限，主
要有借贷约束、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参与等（Brunnermeier et al.，2013）。反之，
金融摩擦程度的缓解则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行业的准入标准，促
进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Midrigan and Xu，2014）。因此，如何有效缓解金融摩
擦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曹永琴（2009）发现金融中介的借贷资金规模可以
正向影响金融摩擦的程度。

三、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
关于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基本可以概括为
成本、信息不对称、金融包容和金融风险四个方面的影响。下文将从这四个方面
分别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金融科技的成本效应
金融科技对金融发展的渗透体现在方方面面，但金融创新的第一要义即是降
低交易成本。金融摩擦是金融市场的不完美衍生的交易成本。那么，金融科技对
金融摩擦的影响，整体来说也体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初级的银行电子信息化
通过改变金融市场的交易形式降低交易成本（Schinckus，2008）。而银行等金融
中介向智能化的转型发展，金融科技的作用不容小觑，它的渗透体现在金融交易
的各个环节，从而整体减小金融成本（乔海曙和杨彦宁，2017）。其中，以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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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金融最为典型，技术变革颠覆了传统的金融模式，这种新兴模式通过弱化金融
中介的作用降低交易成本（Shahrokhi，2008；Freedman and Jin，2008；Morse，
2015），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谢
平和邹传伟，2012）。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资金融通成本是融资效率的重要体现（宋文兵，1998）。
具体的，金融科技凭借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可以跨越地理与空间的局限性
为传统金融机构接触不到的潜在金融需求者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了获客成本，同
时又可借助人工智能等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并提升服务效率。除此之外，区块链技
术在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Lee and Shin，2018）；众筹
作为金融科技在融资领域的重要应用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也降低了借款人的
融资成本（Cumming and Meoli，2018）。
具体到我国，通过研究蚂蚁金服的小额贷款数据发现对比传统金融机构长达
数月的审贷和发放时间，蚂蚁金服基于金融科技的支持可以将贷款审批和发放之
间的时间缩短至 3 秒钟，显著的降低了贷款审批的寻租成本和借款人的融资成本
（Huang et al.，2018）。同时，以融资领域的 P2P 网络借贷为例，2012 年至 2018
年期间无论是 P2P 网络借贷的贷款利率还是银行的贷款利率均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在统计期间网络借贷行业贷款利率普遍高于银行业贷款利率并且网络借贷
行业贷款利率波动幅度大于传统银行业贷款利率的变化幅度（何梓祥，2019）。
网络借贷行业和传统银行业贷款利率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一方面 P2P 网络借
贷拓宽了融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科技在 P2P 网络借贷和传统银行的应用
切实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和服务成本，这也是融资成本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
是由于我国客户群体、网贷运营模式、征信环境等的差异，导致我国 P2P 行业
贷款利率不仅高于银行业贷款利率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具体来说，一是 P2P 网
络借贷客户群体大多是被传统金融中介排斥在外的长尾客户群体，本身具有收入
较低、信用较差等高风险的特征。二是资本具有逐利性，然而 P2P 网络借贷平
台的投资人在有限理性下盲目对高利率借款人和平台的选择也是融资成本不断
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孙小明，2017）。从交易量的角度观察，我国 P2P 网贷平
台交易量高峰大多出现在高利率区间（石英剑，2016）。同样的，也有学者考察
了金融科技对银行盈利能力和成本效率的影响，发现金融科技虽然可以促进传统
银行业提升盈利能力，但是在对成本效率的提升方面效果却并不显著（刘孟飞和
蒋维，2020）。
而就网贷平台的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率而言，运用 DEA 方式考察我国 P2P 网
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效率发现绝大多数网贷平台的运营效率较差，整体处于 DEA
无效状态（王月和刘丙泉，2019），其中问题类平台低运营效率的原因主要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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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纯技术效率，说明平台管理水平有待提升；而正常类平台运营效率低主要归
因于较低的规模效率，即：P2P 平台的规模经营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整（严复海和
卢荣贤，2019）。同时，与国外 P2P 平台的运营成本相比，我国 P2P 平台运营成
本也相对较高。以 Lending Club 为例，其运营成本仅占贷款总额的 2.7%低于银
行业的 6%，而我国由于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与 P2P 平台对接导致信息搜集
与信用评估等工作均有 P2P 平台自身来完成，这无疑增加了平台的运营成本，
也对平台的信息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冬吾，2016；王英姿，2016）。
（二）金融科技的信息效应
借贷市场中，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国外很多学者发现关系型
融资能够增加银行对企业的了解，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Peterson and Rajan，
1995；Berger and Udell，1995；Bharath et al.，2011；Sharpe，1990；Chakraborty，
2010；Agostino et al.，2012），国内很多学者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张晓玫和潘
玲，2013；张晓玫和宋卓霖，2016；罗正英等，2011；尹志超等，2015）。然而，
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的结构严重不匹配，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服务于
中小微企业的特点很难实施关系型融资，形成了中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融资难的
现状（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因此，有学者提出中
小金融机构相比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开展长期而紧密的合作，在合
作过程中可以有效的获得更多的软信息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缓解融资难的问题
（Berjer and Black，2011；Gilje，2012）
外源融资中，银行是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信贷配
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Stiglitz and Weiss（1981）提出了均衡信贷配给模型，
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无法识别单个借款人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银行会选择在较低的利率水平进行信贷配给，减少贷款发放
笔数，即使部分借款人能够负担更高的利率或提供更多的抵押品，银行也不会提
供额度更高或更多的贷款，同时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抵押品不足、资产规
模较小和部分高风险的中小微企业，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Besanko and
Thakor，1987；王霄和张捷，2003）。Williamson（1984；1987）认为监督成本是
信贷配给形成的原因，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贷配给的
现象也是存在的。
相比发达国家长尾人群的融资困境，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配给制度和金融包容
不足使得金融体系扭曲进而导致低收入人群的资金需求被抑制（Fry，1988；
Anders Isaksson，2002；Berger，2002），国有金融机构受宏观金融体制等因素的
制约不愿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因而应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樊纲等，1999；
田秀娟，2009；谭之博和赵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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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提升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金融中介凭借此优势可以在负
债端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增加资金供给，拓宽资金市场容量进而降低资金成本
（Mishkin and Stranhan，1999）。
大数据背景下，拥有最新信息处理技术的金融科技同样如此，金融科技的客
户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的支持（彭涵祺和龙薇，2014）。通过对泰国五家商
业银行的金融科技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在信息追踪和传播上有着长
足的优势，为传统中介转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Jarunee，2017）。我国小微企
业在 P2P 网络借贷下发出的信号可以准确的反映其预期盈利水平，降低借贷双
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郝丽萍和谭庆美，2002），在以贴现因子作为诚信度代理变
量的情况下，得出金融科技背景下投资方和中小企业围绕金融科技平台进行投融
资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王丽辉，2017）。以 P2P 平台的声誉作为信号，从
博弈的视角可以有效的向投资人传递其平台内在信息的质量，弱化信息不对称的
影响从而提升借贷效率（黄晓红等，2017），有效抑制平台的信用风险（高觉民
和赵沁乐，2017）。赵岳和谭之博（2012）研究了银行和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向企
业提供资金的模式，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平台的引入可以采集更多的企业信息，这
使得银行向企业提供信用贷款的意愿增强。
金融科技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范式，改善了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然而
金融科技对于高新技术的依赖也一定程度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科技所仰
赖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核心是其算法和算力，但是算法的过程、原理存
在不透明和解释性较差的缺陷，在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之间的数据分析和决策过
程存在“黑箱”，并不会向客户披露（朱太辉，2020）。金融企业在运用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技术处理和分析数据也加剧了其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使得监管部门无法及时识别和分析潜在的风险（陈红和郭亮，2020）。区块链技
术的特点在于其“去中心化”，然而由此产生的数据多中心化和数据互联技术缺
陷会显著降低金融参与者的信息可获得程度，进而降低其决策准确度（韩俊华等，
2019）。
与此同时，在金融产品方面，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机构更大范围开
展混业经营的利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金融产品层层嵌套，交易结构日益复杂，
这使得其很难获得准确的评估和定价，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在认知和分析
金融产品时增加了难度（杨文尧天和何海锋，2019）。另外，金融科技企业自身
却存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现象。目前，金融科技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无
须像传统金融机构有着全面信息披露的义务，因此就金融科技企业自身及其运营
的相关信息欠缺或者存在虚假。
以 P2P 网络借贷平台为例，一方面平台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会导致投资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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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知资金的真正用途或流向，另一方面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存在虚报坏
账率的现象（李敏，2019；马玲和谭中明，2016）。P2P 网络借贷作为金融科技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规范和健康发展事关金融生态的良好与否。一直以
来，P2P 网络借贷以其快速、高效、低门槛等特点受到广大小微企业等长尾人群
的青睐。然而，自从 2007 年我国第一家 P2P 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成立以来，
虽然也曾历经快速扩张阶段，但平台跑路、非法集资、借款违约、提现危机等事
件也层出不穷，这使得 P2P 网络借贷这一融资方式遭到不少诟病。因此，不少
学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试图从 P2P 网络借贷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及模式，即：
博弈视角，探究 P2P 网络借贷这一新型融资方式相比传统借贷究竟是否具有优
势或者风险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根源。
在 P2P 网络借贷平台频繁暴雷的背景下，政府相关机构对 P2P 网络借贷的
监管就尤为重要。因此，将监管者引入博弈模型观察其与 P2P 网络借贷平台等
其他参与者之间的行为互动可能会找到相关的应对措施。由于理性经纪人的假
设，无论是 P2P 网络借贷平台还是地方政府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在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如实披露相关信息等导致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而中央政
府对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动态管理可以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王舞宇和章
宁，2018）。基于演化博弈理论，通过分析 P2P 网络借贷和监管机构的行为策略，
可以得到影响监管机构监管效益的主要因素（谢静钦等，2014）并为规范 P2P
网络借贷行业的运行提供了理论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杜杨，2015），同时，调
整参数的取值或者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监管结构的行为策略，系统会进入不同
的均衡状态甚至周期震荡状态（韩景倜和陈群，2016）。在放贷人、P2P 网络借
贷平台和监管机构三方的演化博弈中，放贷人有套利交易的动机而平台有暗箱操
作的动机，P2P 网络借贷风险事件高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率交易的失衡和有效监
管的缺失（何红渠和徐敏，2019）。因此，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机制、倡导理性
投资、创新监管方式和利率定价机制是应对当前 P2P 网络借贷问题百出的有效
举措（俞林等，2015）。
在 P2P 网络借贷的融资过程中，P2P 网络借贷平台一般作为信息中介撮合借
款人和放款人交易的达成。同时，P2P 网络借贷平台也可以选择担保模式，其中
有无监管是其决定是否采用担保模式的关键（张海洋，2017）。而借款人、放款
人和平台之间的博弈直接决定了融资效率或摩擦程度。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运用动态博弈和静态博弈分析 P2P 网络借贷利益
相关方在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发现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借款人会选择“不提供”
相应信息的行为策略，放款人会选择“不审核”的行为策略，平台之间的竞争存
在劣币驱逐良逼的现象，即：违规经营平台的存在会迫使合规经营的平台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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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经营（吴晓和孙英隽，2016），而这将会使 P2P 网络借贷陷入无序和混乱的
发展状态，因此，有效的监管是必要的（张致宁和张戡，2018）。
在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放款人之间的博弈中，信息中介型的 P2P 网络借贷
平台存在逆向选择的困扰，而高利率并不一定能为放款人带来预期的高收益（任
国强和费改英，2018）。运用 MATLAB 仿真模拟平台和投资人的行为发现，P2P
网络借贷平台应将客户定位于小额资金需求者并通过增加客户数量来达到分散
风险的目的（张文远和邢航，2018）。担保机构的加入可以分散 P2P 网络借贷平
台的风险，有益于平台期望收益的增加（文学舟和樊彩云，2016）。
在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借款人的博弈中，分离均衡状态下小微企业的相关
信息通过信号博弈可以准确的披露，但现实中非财务信息的掩饰导致的信用风险
加剧了平台和借款人之间的矛盾（仇荣国和陈瑾，2016）。因此，考虑到信息的
不对称性，除了专利质押物可变现价值外，信息掩饰成本是影响 P2P 网络借贷
市场均衡的重要因素（钱坤等，2018）。
平台之间也会存在竞争关系，面对借款人，平台之间的竞争会增强合规经营，
但放款人规模会减小；面对放款人，平台之间的竞争反而会增加平台信用风险（古
定威等，2018）。针对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定价和盈利模式，通过双边市场定价
理论和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得出网络外部性会使多归属的平台利润降低，
二部制收费模式优于只收会员费模式，从保障放款人的利益出发应禁止保证本金
模式的运行（刘赫等，2019）。
（三）金融科技的金融包容效应
金融市场分割首先体现在传统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分割
（罗伟和吕越，2015）。在长期的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下，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
规金融市场利率差逐渐扩大，而中小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金融以高利率获得融资
（郑威和陆远权，2019）。其次，金融市场分割还体现在地区间的金融发展不均
衡。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环渤海、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后发
现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张颖熙，2007）。同时，针对城乡不同
的信贷定价模式也意味着信贷市场存在城乡分割（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
课题组，2006）。金融市场分割的存在使得金融市场无法合理的分配收益，导致
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存在于我国西部地区（杨振，2017），会
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困境（杨伟中等，2018）。造成金融市场分割的原因包括
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汇率的管控、高效监管的缺失以及资本市场的规模约束等
（Bekaert，1995）。
然而，信息技术使金融科技在利益最大化目标和金融包容之间取得了平衡，
促进了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粟勤，2017）。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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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等底层技术支撑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交易模式，缓解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金
融二元结构，促进了金融平等化（谢平和邹传伟，2012）。其中，P2P 网络借贷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代表除了改善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资金供
给的缺口，缓解了对小微企业的信贷配给压力（Freedman and Jin，2011；王馨，
2015）。
通过对欧洲、亚洲及美国的金融科技平台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带来的新型
融资模式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而泰国的金融科技为小微企
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模式可推广至其他发展中国家（Jarunee，2018）。数字货币和
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应用把金融交易的成本降低到可以满足长尾个体交易，在技术
层面缓解了金融排斥，增强了金融包容性（Vrajlal，2018）。以撒哈拉以南 9 个
国家的信贷市场为样本的 2SLS 模型分析表明，技术使用率越高，金融机构的小
额信贷占比越高，反之亦然（Abdul-Hanan，2016）。信息技术在投融资过程中的
正确使用，也可以提升小微企业的信贷比（Shu L.，2014）。
稀少的借贷资源使得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对借贷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以往传
统金融机构拥有金融资源，便会对借款人实施信贷配给，同时信贷配给中被剔除
的主要是抵押品不足、资产规模较小、部分高风险和地区偏远的中小微企业或个
人（王霄和张捷，2003）。P2P 网络借贷相比传统金融机构由于其虚拟属性，避
免了借贷双方的直接接触，因此对借款人更为友善（Pope and Sydnor，2011 ）。
Morales（2010）根据对欧洲最大互联网金融平台 Smava 的研究发现，互联网金
融平台可以完全消除借贷地域歧视。美国 P2P 网络借贷缓解了传统金融服务不
足地区的信贷约束，例如：人均银行较少的地区（Julapa Jagtiani，2018）。国内
也有学者认为借贷双方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信息甄选、匹配等机会均等的
参与金融交易，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排斥（郭喜才，2015），这一交易模式及其虚
拟特征使其能为各区域的客户提供普惠性的金融服务（吴晓求}，2015），进而有
效提升资源配置。同样，吴本健等（2017）认为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
其满足了借贷双方多样性的金融需求，是促进金融包容性的重要工具。
然而，Mollick（2014）以美国众筹网站为研究对象发现地域不同会显著影
响众筹的成功率。廖理等（2014）经过研究发现各省份的订单成功率存在很大差
异，但成功率较低省份的订单，其违约率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因此认为存
在偏好性歧视。在此基础上，低收入地区的借款人倾向于以较高的利率成本获得
贷款，而高收入地区的借款人则会设置较低的利率来获得贷款，同时这种由于地
区差异引起的借贷关系差异因借款人学历、借款金额、信用等的不同而不同，即
存在异质性（蒋彧和周安琪，2016）。
在资金供给方面，粟芳和方蕾（2016）认为农村互联网金融排斥主要源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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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斥。P2P 网络借贷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本土偏好，更倾向于借款给本地的融
资者，与互联网金融的虚拟化背道而驰（Lin and Viswanathan，2013 ）。孙涛和
苗妙（2016）发现 P2P 网络借贷的投资者对金融可得水平较高区域的借款人存
在偏好，同时，正规金融可得水平较低区域的借款人对于 P2P 网络借贷有着更
强烈的融资需求。这说明目前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包容的均衡效应有限。原因
在于互联网金融是传统正规金融的延续，其发展同样依赖于实体经济和传统金融
（Feng et.al，2016；姚耀军和施丹燕，2017）。彭红枫等（2016）在证实地域差
异对借贷关系的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各地经济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教育程度的
不同是这种影响存在的根源，同时正规金融普及程度与借款成功率负相关则为
P2P 网络借贷成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提供了机会。
（四）金融科技的风险效应
金融科技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范式，同时也为防范新型金融风险提出了新的挑
战（伍旭川和刘学，2017），P2P 网络借贷中的借款人便存在道德风险（Freedman
and Jin，2008）。信贷技术的进步，通过影响信贷匹配程度可有效降低小微企业
的违约率（董晓林等，2015）。将企业贷款违约率与评估风险的技术指标相结合
构建的信用评分模型不仅可以有效警示贷前风险（S. Young，2016），而且可以
有效提升贷后风险测试的准确度（Yonghan Ju，2015）。同时，在 P2P 网络借贷
中，借款人的声誉也会影响其后续的违约风险（Brown and Zehnder，2007；Sakai
et al.，2010）。
金融科技是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高技术处理相关数据
和服务，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增加金融服务的深度，因此其并未改变金
融的本质，也就意味着传统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于金融科技之中。但是，金融科技
作为一种新型金融范式的应用也意味着潜在新型风险的增加。
首先，金融科技是通过相关的算法高效率处理数据的集合，然而算法黑箱一
直是金融科技饱受诟病的问题，其存在可解释性差、透明度低的特点。金融科技
致力于提升金融的包容性，而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大数据歧视和偏见一定程度上
会加剧金融排斥，同时通过数据投毒、人为构造样本可以导致算法模型决策出现
偏差，进而影响产品的定价和营销；而人工智能的算法一致性问题不仅会同质化
投资者投资行为，而且会导致市场单边共振，加剧市场波动（朱太辉，2020）。
同时，方意等（2020）认为当前的数字货币，其典型特征是去中心化，但无法形
成负反馈机制从而增加了风险敞口，加剧了货币杠杆的顺周期性程度。
其次，金融科技平台的运营方式也潜藏着风险。金融科技平台的职能是信息
和交易中介，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投资人，不少平台使用自有资金撮合交易甚至衍
生出本金担保业务，容易形成资金的沉淀并积聚风险（邱兆祥和刘永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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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平台坏账金额高于风险准备金或者担保金额时，平台“跑路”的风险会很大（高
勇，2015）。而我国金融科技平台门槛较低，鱼龙混杂的现状会加剧此类风险的
传染。
再次，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会引发监管风险。金融科技的交易数量巨大，交易
模式节点复杂，同时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使得人工监管成为不可能。监管方式的
滞后使得金融科技存在监管套利空间，成为风险敞口。同时，针对数据的合理使
用、客户的数据隐私等的监管法规也存在真空地带（韩俊华等，2019）。
最后，金融科技一方面增加了投资人投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借款人的
融资渠道，很大程度延伸了金融服务范围。金融科技的长足发展得益于长尾客户，
同时长尾客户也增加了金融科技的长尾风险。长尾客户的投资者自身投资决策能
力有待提高，在有限理性和羊群效应下很容易形成非理性投资行为，而长尾客户
的借款人则信用级别较低，还款能力较差，一旦经济放缓或下行，长尾投资者会
更快收缩投资，长尾借款人会更容易违约，那么长尾风险会快速传染并很可能诱
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陈红和郭亮，2020）。
目前，金融科技的主要风险来自借款人的违约风险，而违约风险的根源在于
信息不对称，其作为金融摩擦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降低了融资效率。
因此，很多学者对违约风险的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
第一，通过借款人个人特征信息可以识别违约风险。女性借款人相对男性借
款人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且违约风险较低（温小霓和吴小娟，2014）。白人相比
非裔借款人其履约率更高（Pope and Sydnor，2011），同时借款人学历和违约风
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意味着借款人学历越高，其违约风险越小（廖理等，
2015）。除此以外，借款人年龄也影响着违约风险，有研究表明借款人年龄越大，
违约风险越大（陈雪莲和潘美芹，2019）。
第二，借款人的信用信息也可以识别违约风险。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 FICO
分数等都会影响其信用风险（王浩名和马树才，2019），因此，投资人可以根据
借款人以往借贷信用表现识别其违约风险（刘志洋和宋玉颖，2019）。
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就借款人的借贷相关行为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联进行
了研究。借款人在提交借款订单时，其对借款的相关陈述信息也可以识别违约风
险。借款人的借款陈述字数越多且存在重复性语句，那么其违约风险越大，同时，
借款人对于资金需求的表达越急切，违约风险越大，相反的，借款人在还款意愿
上有保证性表达以及信用状态的补充性说明则意味着违约风险较小（陈林等，
2019）。同时，在对融 360 平台的借款人进行违约风险研究时，发现借助借款人
浏览平台网页的数量及其访问次数也可以识别其违约风险，浏览网页数量少且访
问次数多的借款人违约风险较高，原因可能在于存在违约可能的借款人只是尽快

16

的获得资金（李杰和刘露，2018）。
第三，通过借款人的订单信息也可以识别其违约风险。借款利率反映了借款
人的部分违约风险，即借款利率正向影响借款人违约风险（李思瑶等，2016），
但更大比例的违约风险反映在其他信息中（廖理等，2014），因此，目前我国 P2P
网络借贷产品的利率存在低估借款人违约风险的可能（李亚飞和刘志洋，2019）。
借款的期限也是识别违约风险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借款期限越长则违约风险
越大（沈玉溪和徐浩，2018）。

四、已有研究述评
目前的研究已经就金融科技内涵基本达成共识，而且针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层
次划分和应用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同时国外很多学者就金融与科技耦合背后
的驱动因素及机制进行了分析，而针对我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驱动机制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然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的规模和速
度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和机制推动着金融科技的耦合是
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此同时，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也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金融科
技的本质，和提供我国金融科技驱动因素及机制的研究样例，为金融科技影响金
融摩擦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于金融摩擦，首先是对金融摩擦概念的界定，早期的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阐述。由于金融摩擦涉及的领域较广，因此一些学者在宏观领域就金融摩
擦的传导机制展开了相关探讨，也有一些学者在微观领域针对金融摩擦进行了研
究。然而，即使是聚焦微观领域的金融摩擦，其不仅涉及信息不对称及其引起的
道德风险，还涉及市场分割以致所有的金融不完美所带来的影响和成本研究。
在研究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响方面，主要包括金融科技的成本效应、信
息效应、包容效应和风险效应四个方面。就金融科技的成本效应和信息效应的研
究表明鉴于金融科技的先进技术优势，其所带来的金融范式的改变一定程度降低
了金融服务供给成本和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然而由于我国征信体系
的不健全等因素导致金融科技自身运营成本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同时算法黑
箱、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化也揭示了金融科技行业自身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的现
状。在金融科技的包容效应方面，不少研究表明从借贷成本的角度金融科技缓解
了民间借贷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市场分割程度，而从区域包容的角度就我国金融科
技包容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
尽相同，金融科技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惠及全民的均衡的金融体系值得深入研
究。在金融科技的风险效应方面，由于金融高科技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因此传
统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然而金融科技作为新兴金融模式其对先进科技的高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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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使得技术风险日益突出，而金融科技的目标客户长尾人群则不仅增强了风险的
易感染性，而且加快了风险的传染性，同时我国金融科技平台偏离信息和交易中
介的运营方式使得平台“跑路”风险高发。

五、结语
现实生活中的金融市场并非像完美的古典模型一项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甚
至距离满足这些假设条件还很远，金融摩擦以各种形态、各种程度存在于金融市
场的各个环节。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金融摩擦的存在，增加了金融交易成本，
降低了交易效率。正是金融摩擦不完美的存在，使得改善金融市场存在很大的空
间，金融科技的出现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各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而金融产品的定价是根据
已掌握信息对金融服务或合约给出的价格，因此，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金融产
品的价格存在高估或低估，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的效率，甚至会导致市场不断萎缩
甚至消失，例如：二手车市场。在这种情形下，金融科技利用最新的互联网通讯
技术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合理增加对信息弱势一方的相关信息曝露范围、深度和
频率，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金融交易的达成，提高了金融效率。
地理空间的不同，客观的将市场进行分割。由于地理位置、通讯设备、交通
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客户对金融实践的参与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边远地
区的人们相较之下仍然很难获得资金支持，然而金融均衡化发展始终是金融体系
稳定性的重要议题。金融科技基于点对点、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打破了传统优化
交通设施的思路，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最大程度的拓宽市场的边界，助推
惠及全民金融体系的构建。
但是金融科技并不能彻底根除金融摩擦，原因在于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
金融创新，其创新同样存在“创新失灵”的问题，反而增加了金融摩擦，主要体
现在垄断、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何海锋，2019）。首先，金融科技发
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出现垄断现象。以移动支付为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 2018
年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占比高达 92.71%2。金融科技的市场垄断会由于供给的减
少形成不完全竞争，助推垄断价格高升。其次，金融科技的负外部性主要在于风
险外溢，网络借贷平台暴雷便是其中之一，借款人违约和平台跑路的风险最后是
由社会公众来承担。最后，金融科技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但算法黑
箱、金融科技企业自身信息的不公开反而形成了“信息孤岛”
（杨东，2015）。金
融科技在创新信息共享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信息爆炸，增加了信息搜索成本，降
数据来源：
《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专题分析 2018》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781828.html，最
后访问时间：2019 年 1 月 3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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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信息造假成本；在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正是因为金融摩擦的广泛存在，金融科技的诞生才具有意义；金融科技凭借
高新技术作用于传统金融领域的信贷、支付等各个环节，创新金融模式，降低金
融交易成本，一定程度缓解包括信息不对称、市场分割等在内的金融摩擦，同时
由于自身的不完善一定程度又增加了金融摩擦。因此，金融科技对金融摩擦的影
响，是一种动态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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