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 據 生 活

■責任編輯：黃遠楷

隨着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近一兩年來，人工智
能和大數據正在改變銀行的發展模式。日前由《零
售銀行》和百融金服等聯合舉辦的「2018 中國零
售金融大數據論壇」在深圳舉行，清華大學金融科
技研究院副院長薛正華、麥肯錫全球副董事黃靖和
百融金服 CEO 張韶峰等數百人參加。薛正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
金融科技可以大幅提升零售銀行的效率、開發個性
化理財產品，並且可以減少物理網點降低成本。他
預測，未來銀行業將有 90%的業務將直接在線上完
成。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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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正在改變銀行的發展模式，圖為在深圳舉辦的「2018中國零售金融大數據論壇」。

■黃靖

專家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改變銀行

電商、網絡銀行等發展一日千里，內地大量民眾喜愛網上購
物和轉賬，許多客戶足不出戶便可辦理多種銀行業務。據

人臉識別有助提高反欺詐
薛正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在銀行零售
的風險控制、營銷獲客、服務效率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操作和發
展空間。銀行利用人臉識別、聲音識別、微表情識別等，對反
欺詐是非常有好處的，利用龐大的數據可以發現人與人之間的
關聯、關係，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反欺詐。因此，利用大數據可
以幫助銀行較好地提高風險控制能力；還可以幫助銀行在營銷
獲客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從而提高銀行精準營銷、個性化營
銷。
他認為，雖然銀行有大量的客戶，但其實他們對客戶的深入
發掘仍然不夠，如果對大客戶的信息深入挖掘，並對其畫像更
加精準，根據客戶在APP上完成相關業務操作，用大數據分析
客戶喜好，看他們具體對哪些產品感興趣，從而針對性開發相
關理財產品，實現更多更精準的理財產品服務，可以更好地促
進業務大幅增長。他稱，大數據也可提高銀行效率，如今手機
銀行越來越普遍，若可以更加智能的話，其效率將得到更大的
提升。

實現銀行90%業務在線完成
對於各大銀行逐步引入大數據應用後，未來整個銀行業的大
數據應用將呈現哪些趨勢和變化？薛正華表示，線上化業務的
趨勢是毫無疑問的，目前網上轉賬、購買銀行產品早已不是新
鮮事，未來在人臉識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支持下，銀行也
可實現線上辦理存款、貸款等安全要求比較高的業務，銀行甚
至將有90%以上的業務都在線上完成。這樣銀行可以減少許多
物理網點和人工，大幅降低營運成本，並可較好地提升效率。
因此，銀行應該盡可能去擁抱大數據，盡可能加快大數據的應
用步伐。

麥肯錫：三步走推戰略轉型
對於未來十年銀行業發展前景，全球知名諮詢機構麥肯錫全
球副董事黃靖表示，未來零售銀行的用戶主要是個人消費者，
誰是這些數據資產的掌握者、生產者和用戶？他們認為銀行
業、電商、移動服務提供商──電信公司、數據公司，這四大
類參與者中，銀行的角色和地位是非常獨特的。
她建議基於大數據的零售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分三步
走：明確全行的金融創新戰略藍圖，即自上而下達成共識，制
定「金融創新戰略」藍圖，明確戰略重點（在哪些領域成為引
領、哪些領域快速跟進等），制定行動方案並採取行動；配套
建立組織、文化、激勵等保障機制：針對創新佈局，建立敏捷
組織，具體落實轉型舉措，包括匹配專項預算，確保據測獨
立，加大創新激勵如泛合夥人制度或股權激勵等；提升領導
力、提高決策效率，將創新融入到企業文化中；密切關注創新
格局，加強與金融科技的鏈接，密切關注科技創新與應用，保
持科技領先，防止被技術顛覆；建立創新組織，加強與金融科
技鏈接；不斷授予數字合作夥伴，佈局金融科技生態圈。

AI

促銀行轉攻線上

Analysys 易觀產業數據庫發佈的 《中國手機銀行市場季度監測
報告2018年第1季度》數據顯示，內地手機銀行客戶交易規模
為66.89萬億元人民幣，環比增長12.5%。目前內地手機銀行註
冊用戶數已逾15億戶，逐漸成為客戶最活躍的電子銀行渠道。
這些數據透露了內地網上銀行業務已十分巨大，許多銀行業在
金融科技推動下正悄然改變傳統模式。而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應用推動下，銀行業務正在蛻變。

清華大學薛正華
1 利用人臉識別、聲音識別、微表情識別等進行反欺詐；

雖然全年旅遊保險為一年 365 日內的旅程提供保
障，但很多客戶或未注意到，大部分全年計劃的每
一旅程保障期最長為 90 天，反而單次旅遊計劃每一
旅程的保障期可以長至 180 天。另外，即使已購買
了個人醫療保險，其保障是否足夠支付海外的醫療
費用，又或者是否包含當地的門診保障等，都必須
小心留意。
事實上，每個保險產品的設計及研發都有其特定
客戶群，並為其提供最切合需要的保障。海外留學
保險能讓客戶的子女無憂體驗世界各地的學習旅
程，所以一般都覆蓋客戶於海外因生病或意外受傷
所衍生的醫療診治、手術及住院費用，某些海外留

等保障機制；

3 針對客戶偏好開發相關理財產品，從而實現更多理財產 3 密切關注創新格局，加強與金融科技的鏈接，密切關注

品銷售；

科技創新與應用，保持科技領先，防止被技術顛覆；

4 未來在人臉識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支持下，銀行將實 4 建立創新組織，加強與金融科技鏈接，不斷授予數字合

現線上辦理存款、貸款等安全要求比較高的業務；

作夥伴，佈局金融科技生態圈。

5 未來銀行將有 90%以上的業務都在線上完成，大減物理

網點和人工，可降低營運成本。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騰訊分享大數據蛋糕
隨着許多銀行日益重視網上獲客和銷售
理財產品等業務，擁有 QQ、微信和騰訊
網等眾多優勢的騰訊，也利用其大數據優
勢大力拓展金融市場蛋糕。
騰訊社交廣告部副總經理郭駿弦表示，
因為在內地幾乎所有的互聯網用戶都在使
用騰訊的產品，因此騰訊積累了非常高的
數據能力，騰訊把這些數據能力整合在一
起開放出來的時候，騰訊主席兼 CEO 馬化
騰提出集團應該做各行各業的數字化助
手，幫助金融行業更好地擁抱互聯網。

共拓金融市場機遇
他稱，廣東郵政在使用微信支付的產
品，以及基於微信支付掃碼收款功能開發
出的微信郵付產品，快速地幫助其獲取 B
端商戶，這些商戶接入郵付，他收到的款

項 T＋1 可以轉到他們集團旗下郵政儲蓄
銀行的賬戶，通過大量推廣，吸引了大量
商戶到郵儲銀行開戶、轉賬等，這種模式
已從廣東郵政拓展至全國郵政的各個地
方。
江蘇銀行也接入了騰訊優圖實驗室的圖
像識別能力，在很多環節可做到通過掃臉
支付、掃臉認證、健全安全認證，銀行不
需要自己開發這樣的能力，騰訊的技術以
及數據方面所製作出來的模型，可以幫助
銀行更高效的獲取這樣的能力。招行在
2013 年的時候基於微信公眾號，通過他們
和用戶互動的渠道，一個多月的時間積累
了超過 300 萬的關注用戶，幾年來其微信
關注用戶的數量提升到 800 萬甚至 1,000
萬，這是借助騰訊、借助微信生態公眾號
的體系來跟用戶建立關係去擴充觸點非常

■郭駿弦稱，騰訊大量數據整合可助金融
行業更好地擁抱互聯網。
好的案例。
騰訊還整合微信、QQ 等幾乎所有最優
質的流量，共計逾 10 億的活躍用戶，通過
了解用戶在不同產品上的軌跡，可以對這
個人做更多全面、深入的分析，在營銷環
節可以幫助金融機構等企業作出更準確、
更高效的決策。

新技術助銀行降低風險
■ 張韶峰指人工智
能和大數據可助銀
行降低風險。
行降低風險
。
百融金服 CEO 張韶峰表示，大數據＋人
工智能是普惠金融與消費金融中的核心科
技。大數據提升了信息的豐富度，而人工
智能則提升了信息的利用效率與效果。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大數據是新時代的能源與原材料，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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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保險需要嗎？

單次旅遊保障期最長180天

新戰略」藍圖，明確戰略重點；
2 制定行動方案並採取行動，配套建立組織、文化、激勵

2 大數據可以幫助銀行更好地獲客和精準營銷；

富衛視點

新學年開始，身邊有些朋友的子女選擇了到海外
升學。事前朋友們都忙碌為子女打點一切，事事安
排得妥妥當當，不過有點奇怪的是，很多都沒有替
子女購買海外留學保險。有的說學校已有特定保險
安排；有的覺得本身已購買醫療保險，再加一份全
年旅遊保險便足夠，而海外留學保險只是行銷噱
頭。

麥肯錫黃靖
1 明確銀行金融創新戰略藍圖並達成共識，制定「金融創

學保險甚至連學習旅程中的休閒和業餘體育運動也
包括在內。另外當然還包括全球緊急支援服務、人
身意外、個人責任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基金
保障，可以確保不幸喪失摯親的受保學生能繼續學
業。

覆蓋恐襲所致醫療開支
此外，近年恐怖主義活動在各地頻生，對長期留在
外地的學生亦構成額外風險，有海外留學保險計劃就
恐襲所引起的個人意外及醫療開支提供保障，為留學
生提供更適切的保障，讓父母更安心。有些計劃更設
有綁架事故有關之恩恤支援，讓保障更全面。
雖然不少熱門留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的
學校會硬性規定留學生投保當地的學生醫療保險，
但本港一些海外留學保險提供的醫療保障，不單涵
蓋門診、住院，甚至包括返港後的跟進治療費用及
備用住院醫療保障。就算已持有當地的住院醫療保
險，學生亦可就海外留學保險獲得額外保障。值得
一提的是，受保留學生必須在出發離開香港前投
保，否則保單會被視為無效。
■富衛保險香港及澳門首席市務總監 謝振國

能是提升能量利用效率與效果的工具」。
張韶峰稱，百融金服基於大數據和人工
智能開發的一些新技術，這些技術如果運
用到金融機構中也可助金融機構在普惠金
融的實踐過程中更好地規避風險、把握風
控，有了新技術的運用，有更多的金融機
構更願意、更放心投入到普惠金融中，為
更多中小微企業以及個人帶來更加便捷、
有價值的金融服務。
談到如何具體幫助金融機構規避欺詐時，
他稱，百融金服開發的反欺詐評分分析軟
件，將客戶評分為0分到99分，分值越高欺
詐嫌疑越高，並對客戶進行要素驗證，包括

姓名、身份證、手機號、銀行卡號4要素驗
真。此外，他們還對客戶地址進行分析，察
看其他留的地址與平時活動地址、生活地
址、團購、消費、電商、快遞地址是不是一
樣，有一個都對不上很大概率是欺詐。
他表示，「風控前置的獲客是營銷的發
展趨勢」。百融金服旗下的榕樹平台，把
風控前置到營銷端，通過人工智能算法、
大數據和雲計算等技術，榕樹平台可以給
每個人做定價與預授信，篩選出優質人
群。預授信之後，每個人看到的利率、期
限和額度都不一樣，有效地降低了風險、
提升了轉化率。

財技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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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重啟逆周期因子維穩

前一段時間，在英國退歐不確定
性上升與新興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
下，美元暫時走強，國內外因素加
劇了短期人民幣匯率的下行壓力，
引致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央行重
啟「逆周期因子」，在持續釋放維
穩信號。
今年 6 月 14 日以來的兩個多月
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 7.1%，8 月
中即期匯率跌破 6.91，離岸匯率也
逼近7.0。

旨在阻止資本持續外流
央行再次啟用「逆周期因子」
調節人民幣中間價。8 月 24 日，人
民銀行宣佈已重啟「逆周期因
子」，8 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中間價報價陸續主動調整了「逆
周期系數」。消息公佈後，離岸
人民幣匯率明顯走強，夜盤交易
時段升值 700 至 800 個點子至 6.80
左右。
「逆周期因子」，也即人民幣兌
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模型由原來的
「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
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
變化＋逆周期因子」。
央行重啟逆周期因子顯然是再度
認為這一匯率水準與內地平穩的經
濟基本面並不相符，這次重新啟用
「逆周期因子」可能重在阻止人民
幣匯率快速貶值及其可能觸發的資
本外流。

人幣年內破7機會大減
啟動「逆周期因子」，給市場較
強的穩定匯率信號。結合當時和今
次的匯市背景和央行的解釋，可以

明顯看出，「逆周期因子」是央行
抑制人民幣匯率偏弱的手段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人行首次
引用「逆周期因子」時的匯率水準
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
6.8698，而當前的匯率水準與那時
相差不遠，因此預計，人民幣匯率
6.8 左右是央行合意水準，人民幣
匯率年內破7的概率大大降低。
鑒於人民銀行在匯率管理上的
政策儲備、實力以及市場公信
力，再考慮到中國高居世界首位
的外匯儲備規模，央行有條件將
匯率維繫在合意的水準。匯率的
穩定，有助市場的關注點重新回
到內地的改革以及經濟增長等基
本面方面。綜合來看，人民幣匯
率在當前水準雙向波動的概率較
大。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