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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国家金融竞争战略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国家重要的

核心竞争力。 在金融科技背景下，全球各国纷纷将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至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层面。
１．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与国家金融竞争力

的理论基础。 国家的金融竞争力是指一国比他国金

融行业能够更有效地将金融资源用于转换，向市场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以实现更多价值之动态

系统的能力。 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取决于构成金融体

系的资本与货币两个市场运行状况，金融竞争力是

国家金融体系、效率、成本与活动的综合竞争能力，
它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随着以互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突破，金
融科技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金融科技背景下，
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融合性日益增强，催生了数

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非同于传

统普惠金融，在于它通过深化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

有效降低金融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增强金融活力以

及提升金融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其成本竞争力、效
率竞争力、活力竞争力以及服务竞争力，进而提升资

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众所周知，金融

体系主要由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组成，当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与货币市场竞

争力时，也为最终提升国家金融竞争力提供了源源

动力。
２．数字普惠金融与国家金融竞争力的战略关

系。 随着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社会经济的数字

化与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

开始制定支持金融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积极响应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发展，以提升金融竞争力。 一

是众多国家将发展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至

国家战略层面。 不仅是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

也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二是国际金

融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彰显国家竞争

力。 无论是传统金融强国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会

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国际标准规则的

制定和话语权的争夺。 目前，国际组织正在积极研

究和评估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以

及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正在制定相关的国际监管框

架和行业标准。 若中国缺少话语权，即使在中国金

融科技取得全面领先的情况下，也难以实质性地提

高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 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经

验的国际认可与推广，具有引领世界普惠金融发展

的深意。

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崛起与全球定位

　 　 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迅猛，扩大了金融服

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缩小了金融服务的空间异质，
并在多个方面引领全球数字普惠金融浪潮。

１．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崛起。 从宏观发展

来看，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中国的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间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从 ２０１１ 年

的 ３３．６ 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４．６，并进一步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９４．３，八年时间指数增长 ８．９ 倍，平均每

年增长 ３６．４％。 从微观结构来看，中国数字普惠金

融包括传统普惠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以及数字金融机

构的普惠化，前者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它们分别通

过信用卡、数字信贷、互联网信托、互联网证券、互联

网保险以及互联网小微贷款等各种形式开展数字普

惠金融业务；后者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Ｐ２Ｐ 网贷平

台、第三方基金销售、消费金融公司等，它们通过电

子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消费金

融等方式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 两者近年来都发

展迅速，在多个方面引领全球化发展浪潮。
２．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全球定位。 目前全

球范围内有多个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Ｇ２０ 等）研究设计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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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移动支付、金融服务质量、银行账户保有率、
存款余额、金融机构与分支机构数、ＡＴＭ 数等相关

指标世界排名靠前，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

得了积极成效，并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充分肯定。 首先，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

全球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已在全球 ７０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普惠金融合作项目，５０ 多个国家

和地区设立了改进普惠金融目标。 ２０１７ 年在世界

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中共有 ６７１ 个普惠金融指

标，其中中国排在世界前 １０％、前 ２０％、前 ３０％、前
４０％和前 ５０％的指标分别有 ２１ 个、７６ 个、１７２ 个、
３１４ 个和 ３９３ 个；排在 ５０％以后的指标有 ２７８ 个，其
中排在后 ２０％和后 １０％的指标分别有 ９２ 个和 ３９
个。 中国在移动支付（手机支付、在线支付、网络支

付）等方面表现尤为出色。 其次，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ＩＭ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ＩＭＦ 在普惠金融

方面主要开展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调查。 该调查在

２０１６ 年共采集中国大陆普惠金融指标数据 ７６ 个。
从各项指标世界排名情况看，中国排在前 １０％、前
３０％、前 ５０％的指标分别有 ４４ 个、６４ 个和 ６６ 个，排
在 ５０％以后的指标有 １０ 个，排在后 ２０％和后 １０％
的指标分别有 ４ 个和 ２ 个。 从具体内容看，排在前

１０％的 ４４ 个指标中，主要为以下几类：商业银行、保
险公司、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数和 ＡＴＭ
机数；个人、银行及小微企业在金融机构的账户数和

贷款数；商业银行、小贷公司及其他吸收存款的金融

机构的吸收存款数，表明中国在金融机构服务网点

布设总量以及个人、家庭、小微企业存贷款账户数和

余额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最后，在普惠金融全

球合作伙伴的 Ｇ２０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各项指标世界排名情况来

看，中国排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前 ３０％的大类指标共

有 ９ 个，细分指标共有 ３２ 个。 中国在使用电子支付

及金融服务质量方面的指标较为突出。 在电子支付

方面，中国使用移动电话支付的成年人比例（１４．
３０％）高于 Ｇ２０ 国家的平均值（１３．４０％）；在金融服

务质量方面，中国银行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指数和

内外部纠纷解决机制指数均为满分。

三、面向全球金融竞争的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金融

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未

来中国金融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全球金融竞

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应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为战略突破口，进而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打造数字普惠金融的

国际高地。 作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先行区，中国应该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制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和产业支持政策，以产业发

展促进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提升，以国家金融竞争力

的提升反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加大

财政和税收支持政策，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公司创新

创业；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等，以金融科技发展为引领，打造全球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高地；积极制定政策鼓励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企

业“走出去”，减少政策壁垒，同时为其他国家和地

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示范效应，从而巩固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企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第二，提高监管国际参与度，加强国际金融治理

的话语权。 中国政府应积极把握全球金融科技行业

的领先窗口期，参与甚至发起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

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主动设计议题，引导制定行业技

术标准。 一方面要建立中国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之

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机制，另一方面要助力中国现

有的全球性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中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以独立的企业形象参与国际规则的制

定，发挥舆论影响力。
第三，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效监管机制。 一

是将各类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尽快纳入监管框架，明
确各类业务的监管主体，为行业设立准入门槛。 避

免出现类似过去 Ｐ２Ｐ 网络借贷那样没有明确监管

机构、没有行业监管政策和没有行业准入机制的

“三不管．”地带。 二是从风险角度区分各类金融科

技业务，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 例如，与缺乏实际消

费场景的“现金贷”相比，有明确消费场景的消费信

贷风险较小，促进消费、助力实体经济效应明显，应
与“现金贷”明确区分，避免采取“一刀切”式的监

管。 三是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赋能的监管环境，允
许行业具有前瞻性的创新产品在风险可控的情况

下，于局部范围内先行先试，并逐步扩大其试点范

围，尽快做实“沙盒监管”机制。
第四，大力建设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夯实数字普

惠金融的竞争基石。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国家数

字普惠金融的竞争基石，是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

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柱。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大

力建设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的信

息化、数字化、移动化，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促进

金融资源均衡分布，引导各类金融服务主体开展普

惠金融服务。 一是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

系的先行先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是要立

足中国国情，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普惠金融数据

库，构建中国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并定期进行更新、
监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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