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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對傳統金融業的深刻影響

金融行業的發展歷程
當人類社會進入原始社會後期，隨著勞動分工和生產力水
平的提高，物物交換逐漸頻繁，迫切需要一種東西充當一般等價
物，方便人類進行交易活動，貨幣就這樣誕生了。最初的貨幣是
貝殼、獸骨等一些方便攜帶的物品，雖然當時的貨幣還處在一種
較為原始的狀態，但它的出現，卻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破天荒的
大事。貨幣的誕生標誌著人類經濟活動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也
為金融活動的開展創造了必要的先決條件。

一、金融業演進的歷史脈絡
西方金融業起源於公元前 20 世紀巴比倫寺廟和公元前 6 世
紀希臘寺廟的貨幣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業務。公元前 5 世紀到
公元前 3 世紀，雅典和羅馬先後出現了銀錢商和能夠辦理借貸業
務的商業機構。中國的金融業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56 年以前
周代出現的辦理賒貸業務的機構，《周禮》稱之為“泉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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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早的現代銀行是意大利的威尼斯銀行，成立於 1580 年，

石油危機，全球利率水平整體大幅上揚，使得投資者、債權人、

自此，金融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開始出現貨幣兌換業和兌換

債務人都陷入極大的風險中。與此同時，貨幣供給學派興起，西

商。一個多世紀後，英格蘭銀行在英國成立，為現代金融業發展

方國家領導人受其影響，放棄對利率的管制，利率也頻繁波動。

確立了最基本的組織形式。鴉片戰爭以後，外國銀行開始進入中

利率與匯率的相互影響，帶動了股價的頻繁波動，金融市場迫切

國，而出現於明末清初的錢莊、傳統的票號、官銀錢號等金融業

需要能夠有效規避風險的金融產品或金融工具。

態開始走向衰落，現代意義上的銀行逐漸在中國確立和發展。

於是，作為新興風險管理手段，以期貨、期權和互換為主

金融業在歷史的發展和演進中，組織類型不斷豐富。第一

體的金融衍生工具應運而生。由此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

家海上保險公司 1424 年在意大利熱那亞問世，世界上最早的證

市場潛在風險的劇增為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創造了必要的金融環

券交易所 —— 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於 1602 年在荷蘭成立。進

境。除此之外，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為金

入 20 世紀，伴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金融業進入井

融衍生工具的誕生和大規模應用提供了技術保障。與此同時，金

噴式發展階段，金融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金融業走到了

融理論的創新與發展，為金融衍生品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1972

經濟發展的舞台中心。金融的功能和作用不斷完善，形成了貨幣

年 12 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一篇論文

資金借款、外匯買賣、有價證券交易、債券和股票的發行、黃金

《貨幣需要期貨市場》，直接推動了貨幣期貨的產生。金融衍生

等貴金屬買賣的金融市場，並在發展中逐漸細化和專業化，短期

工具的誕生極大地豐富了金融形態，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的深度

融資的貨幣市場有票據貼現市場、短期存貸款市場、短期債券市

融合，特別是期貨和期貨市場的出現，使得金融無論從內容和概

場和金融機構之間的拆借市場；長期融資的資本市場有國債市

念上都有了新的內涵。

場、股票市場、企業中長期債券市場、中長期貸款市場等。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

二、信息與金融業的發展

1973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利率全
面瓦解，西方主要國家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國際資本頻繁流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金融業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不

動，加之在美元和石油的衝擊下，匯率市場波動劇烈，匯率大起

斷追求信息便捷化的歷史，金融依賴信息而誕生，信息傳遞改變

大落，匯率風險大幅增長。1973 年和 1978 年，先後爆發了世界

金融，信息技術的不斷演化推動著金融業向前發展。具體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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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傳遞價值信息，金融業誕生，信息技術解決信息不對稱問

比如，在古代，西方國家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以金幣作為重要貨幣

題，降低交易成本，促使金融業不斷發展，產生新的金融業態，

的，金幣的原材料黃金本身就具有價值，金幣代表的價值大小，

金融業務的內容日益豐富，金融對社會經濟的滲透能力也不斷

主要以金幣的重量和成色作為主要依據，因此在市場交易中一

提高。

枚金幣能買來多少東西取決於金幣的質量，而紙幣的產生完全顛

貨幣表達價值信息，為金融業誕生創造了條件。如果說交

覆了貨幣本身具有價值這一邏輯。紙幣是純粹的價值信息的載

易的發生是偶然的，那麼貨幣的產生則是必然的。貨幣的出現

體，儘管印刷紙幣需要花費一定的資源和勞動力，但對紙幣所

為金融業的出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當交易頻繁發生時，價值信

承載的價值信息來說，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例如，一張 100 元的

息如何精準地表達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貨幣之所以能夠成為交

人民幣紙幣，其本身價值（成本）不足 1 元，而所表達的價值信

易的一般等價物和交易的媒介，是因為其能夠準確地傳達出交易

息是 100 元，本身價值所佔比重不足百分之一。紙幣之所以能夠

物品的價值信息。貨幣有效地解決了價值信息的度量，催生了金

不以自身價值為標的，成為現代社會普遍接受的貨幣，主要是因

融業的誕生。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界能力的提高，貨幣從最初的貝

為紙幣是信用貨幣，是有國家信用做背書的。國家以主權信用為

殼變成了銅錢、金幣等金屬貨幣。顯然，金屬幣比貝殼更能精準

依託，以法定的形式賦予紙幣具有傳遞價值信息的功能。這與金

地衡量買賣物品的價值，順利實現交易，也極大地促進了商業交

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從信息傳遞的角度看，

易活動的順利實現。金屬通過鑄造，可以形成標準化和統一化的

紙幣在交易中的優勢是天然的，精準而便捷，大大降低了交易成

樣式，並且可以將其所代表的價值信息刻在上面，從而成為能夠

本。

精準傳遞價值信息的媒介。此後，造紙術的出現，讓貨幣的製造

紙的發明極大地方便了信息傳輸，在經濟金融領域除了紙

材料有了新的選擇。公元 9 世紀，中國開始首次使用紙幣（飛

幣的應用外，還突出表現在銀票、支票等紙質金融信息的載體

錢）。由於質量小，攜帶更加方便，直到今天，紙幣依然是人們

上，較好地推動了資金跨地域流動，豐富了金融業的支付手段。

使用最普遍的貨幣。

在紙發明後的近兩千年裏，人類的信息傳輸的方式並沒有

紙幣對金融的影響無疑是極其深遠的，使人們對貨幣的理

太大進步，直到電被發現和研究，人類的信息傳輸開始進入新紀

解開始走向抽象。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所代表的價值與貨幣本

元。早在 18 世紀，歐洲科學家發現電的各種特質，開始研究用

身所隱含的價值是對等的，特別是以貴金屬為材質製作的貨幣。

電傳輸信息的可能，最早有人提出使用靜電來拍發電報，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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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科技水平較低及各種原因未能實現。1839 年，世界上第

到來了。信息技術與金融的融合促使金融形態由物理形態向虛擬

一條電報線在英國誕生，主要用於兩個車站之間的通信。幾乎在

形態轉變，傳統的以金融機構為中心的金融運行方式發生改變，

同一時期，美國的薩繆爾．摩爾斯也發明了電報，摩爾斯還發展

管理不斷趨於扁平化和網絡化，第三方支付、網絡借貸、眾籌融

出一套可以拍發字母及數字編碼的方法，這就是著名的摩爾斯電

資等互聯網金融新模式也在近年不斷湧現並快速崛起。

碼（又稱摩斯密碼）。電報誕生於工業革命時期，當時城市和國
家的版圖在不斷擴大，曾經的信件傳遞信息的方式顯得越來越

三、現代信息技術對金融業的影響

慢。於是，電報很快便應用到各個領域，金融業是相對較早採用
電報傳輸信息的。電報的信息傳輸優勢大力刺激了當時金融業的

從金融業變革的歷史軌跡來看，從來沒有像計算機信息技

發展，電報廣泛應用於資金匯兌、股票交易信息的傳遞等。相比

術、互聯網這樣對金融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過去任何時代，

之前的信件和人力傳輸信息，電報的傳輸方式使金融活動的交易

也沒有像互聯網金融時代下的金融創新那樣如此頻繁，不斷地改

成本、信息獲得成本大大降低，實現了跨區域間金融的互聯互

變著金融業創造價值的方式。從機構組織、競爭模式到金融規則

通，而隨著金融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的迅速崛起，全球化的金融

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是對傳統金融業進行了再造。具體來

市場逐漸形成。到了 1900 年，通過現代通信設施的連接，形成

看，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對金融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了以英國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市場，並在美國紐約、法國巴黎

以下幾個方面。

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形成了區域金融中心，五大洲隨後相繼
建立起聯繫緊密的資本市場，全球國際金融體系基本形成。
隨著時間推移，人類進入 20 世紀中後期，以計算機信息技

1. 金融市場主體極大豐富，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勢，市場競
爭規則發生改變，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術為開端，通信技術進入了飛速發展階段，人類獲取信息和處理

銀行、保險等傳統金融機構主要依靠資金和市場規模以及

信息的能力徹底發生了改變。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互聯網

分支機構數量來獲取競爭優勢。互聯網等科技與金融融合發展

得到迅速普及和應用，推動並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

後，競爭規則不斷發生變化，金融機構可以藉助網絡整合各方資

進程。互聯網與金融相遇，深刻改變了金融業原有的樣貌，有力

源的優勢，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就可以實現業務範圍的

推動了金融創新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信息革命改造金融業的時代

大規模覆蓋，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快速搜集客戶需求，挖掘客戶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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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並藉助精準營銷提供個性化的金融服務。互聯網公司作

時，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和應用，讓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全覆蓋

為信息技術的提供者，在發現了金融與互聯網融合的巨大商機

了互聯網絡，由此讓更多人享受到了均等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

後，紛紛加入進來，成立了互聯網金融公司。尤其是像阿里巴

越來越受到金融機構的重視，一些過去被忽略的業務逐漸成為金

巴、騰訊、百度、京東這些互聯網巨頭，利用其廣泛的入口資

融機構的主流業務，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這些改變都歸功於互

源、數據資源和海量的用戶開展金融業務，直接向供應鏈金融、

聯網、計算機、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正是技術的進步，不斷縮小

小微企業信貸、消費金融、保險等傳統金融領域擴張，不斷地衝

了數字鴻溝，解決了普惠金融發展過程所面臨的成本較高、收益

擊著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核心業務，並間接地改造金融機構。

不足、效率和安全難以兼顧等問題。過去，金融機構一直被人們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曾豪氣地說：“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

詬病“嫌貧愛富”，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前進，這一行業“毛

變銀行。”的確，在互聯網金融的影響下，傳統金融機構紛紛轉

病”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如今，金融機構可以通過精準的信息識

型和改變。如今，銀行、保險、證券機構都提供線下和線上服

別，針對不同人群，提供風險相宜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正在向

務。此外，互聯網使金融整合資源的能力大幅提升，互聯網金融

“愛富卻不嫌窮”的方向轉變。

企業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全面分析用戶的消費習
慣和行為特徵，匹配適合用戶的金融產品。因此，可以超越傳統
融資方式的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減少交易成本，降低違約風險。

3. 充當資金中介的傳統金融機構正在被替代，金融市場化
進程加快
金融市場中，傳統金融機構充當資金中介的職能，連接資

2. 極大地提升了金融業的服務質量，金融產品日趨多樣，
金融服務呈現出綜合化與複合化特徵，不斷惠及更多人群

金供求雙方，金融機構通過專業的人員、專業的知識和專業的信
息渠道，獲取資金供需雙方的信息，完成資金的匹配。但在互聯

現代金融業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使金融業自身實力得

網信息技術廣泛應用的今天，融資模式不斷創新，資金雙方的信

到極大提升，藉助信息技術簡化資金供需雙方的交易環節，實現

息可以在互聯網上匹配和分享，充當資金中介的傳統金融機構發

面對面對接，降低資金融通的成本，擴大金融服務的受眾群體。

揮的作用逐漸被替代，互聯網金融融資渠道越來越多樣化、扁平

例如，P2P（點對點網絡借款）、眾籌、移動支付等金融創新模式

化、透明化，越來越多的融資者通過非傳統金融機構進行融資。

從理念變成了現實，不斷增強了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與此同

傳統金融機構的資金中介職能相對降低，必然引起儲蓄資產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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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5G 對傳統金融業的深刻影響

會金融總資產所佔比例降低，由此引發整個金融市場的融資方式

中樓閣，無從談起。回顧金融業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每一次信

由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間接融資並重的模式轉換，金融市場

息技術的突破，都有力地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改變著金融的走

化的進程大大加快，大幅提高了金融市場的資金運轉效率。

向，豐富著金融的內涵。時間走到今天，5G 時代已經來臨，5G
將給金融業帶來哪些變革呢？身處當下的我們顯然很難給出完全

4. 金融全球化程度進一步深化，金融網絡不斷延伸

正確的答案，但可以預料，5G 將給金融業帶來深刻的影響，這種

互聯網的“網絡外部性”特徵有利於金融機構更好地進行

影響將是我們無法想象的，甚至有可能是顛覆性的，我們應以更

信息搜集和生產，產生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指多種金融服務由

加寬容的心態、更加積極的態度、更加科學的方式去迎接它的到

同一機構提供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和協同效應，進而引領和推動

來！

全球金融業整合。大型金融機構跨境、跨國併購的不斷湧現，形
成了一些在整個金融體系內具有系統影響力的超級、全能金融機

5G 對傳統金融業的革命性影響

構。與此同時，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全球的股票市場、外
匯市場、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通過發達的信息通信技術、

5G 已經步入我們的生活，面對新時代，目前不少金融機構

交易技術和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連接在一起，大大地縮短了全球

尤其是商業銀行已著手佈局，大膽嘗試，比如建立智慧型銀行網

金融市場的時空距離，使國家與國家及地區之間的金融往來毫無

點機構等。5G 對傳統金融的影響將是深刻而又深遠的。比如在

障礙，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實現了全天候不間歇營

信貸供給、經營管理、資金結算、內部風險控制、防範壞賬等方

業、全球電子網絡化的交易市場。如今，藉助於發達的信息技

面，都將比 4G（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時代要向前邁進一大步。

術，全球形成了一個四通八達、緊密相連、互相依存的金融網
絡。在這個網絡中，任何單個經濟體不再是“孤島”，而是全球

一、什麼是 5G

金融網絡的一個節點和有機組成部分。
千百年來，解決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一直是人類活

5G 是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簡稱，G 是英文單詞 Generation

動永恆的追求，金融也不例外。從金融業誕生的那一天起，金融

（一代）的首字母，5G 是繼 4G［LTE-A（長期演進技術升級版）、

就與信息形成了共生關係，無法獲取信息能力的金融，一定是空

WiMax（全球互通微波訪問）］、3G［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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