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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长三角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存在发展不平衡、监管不足、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并提出应完善互联网征信、完善数字普惠金

融监管以及信息安全机制，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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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出现了数字化趋势，

我国也在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数

字普惠金融”概念。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

构和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为无法获

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以负责任的、成

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１］。数字金融通过数

字技术、场景和数据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降

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以及增加了其可得性，但也存在金融风险放

大、监管不足等问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我

国处于领先水平，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对其

他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以长三角为例进

行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衡量指标的选择

目前国际上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主要有普惠

金融全球合作伙伴（ＧＰＦ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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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Ｆ）、世界银行（ＷＢＧ）、普惠金融联盟（ＡＦＩ）和

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等机构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２］，

这些指标为我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

经验借鉴。但这些指标大多是国家层面的指标，且

主要以传统金融服务为主，与数字金融相关的指标

较少。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结合国情对普惠金融衡

量指标的构建进行了研究。陈银娥等运用熵值法，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可获得性、使用效用性和承

受度四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３］，但这些

指标仅涉及传统银行服务。焦瑾璞等借鉴普惠金

融全球合作伙伴（ＧＰＦＩ）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架构，

结合中国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设计了包含金融服

务可获得性、使用情况以及服务质量３个维度共

１９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４］。该指标体系不

仅包括了银行服务，还包括保险和信用服务，但没

有涉及数字金融。

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的快速发

展，数字金融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

覆盖范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上海新金

融研究院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借鉴传统普惠金融

指数的编制方法，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利用蚂

蚁金服的海量数据，构建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该指数从不同维度进行细分，包括数字普惠金

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及支付、保

险、信贷、征信、货币基金、投资等业务的分类指数［５］，

较为准确地刻画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长三角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二、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

状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分析

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三省一市”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本文主要以

这三省一市的数据来分析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现状。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

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呈现出平稳增

长的态势，各年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从大到小排

序始终是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反映出

长三角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地区差异，且该差异与经

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技术优势，突破了地域

限制，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北京大学数字普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惠金融指数中的覆盖广度指数包括每万人拥有支

付宝账号数量、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以及平均每个

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由图２可知，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保

持持续上升的趋势。从覆盖广度指数的区域差异

看，上海市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三省一市各年排序

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排序相同。上海市本身经

济金融发展较好，移动支付更为普及；安徽省账户

覆盖率较低，人均移动支付账户数量少于江浙沪。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三）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指数代表消费者使

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程度，主要涉及支付、保险、信

贷、投资、货币基金和信用业务。由图３可知，总体

上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

指数呈上升趋势，仅２０１４年有明显下降。导致

２０１４年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指数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信贷业务的负增长。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的信贷业务指标显示，２０１４年长三角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指标均有所下降，这一现

象的产生与我国宏观金融环境有关，２０１４年我国

社会融资规模相比２０１３年出现大幅下降。２０１８

年的使用深度指数相比２０１７年增长缓慢，主要是

由于政策限制导致投资指数和货币基金指数有所

下降。从使用深度指数的区域差异上看，上海市和

浙江省普惠金融的支付、保险、信贷、投资和征信业

务发展更加深入，因而使用深度指数较高。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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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１２年浙江省的使用深度指数位居第一，２０１３年

开始上海超过浙江，之后一直位居第一；江苏省和安

徽省的使用深度指数一直位居第三和第四。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四）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析

数字化程度指数主要包括便捷性和成本两个方

面，涉及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花呗支付的笔数和

金额以及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由图４

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数字化程度指数除了２０１６年

和２０１７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年份均保持较快增长

趋势。从区域差异上看，三省一市数字化程度的区

域差异并不明显，说明数字技术提高了普惠金融的

触达能力，缩小了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五）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指标比较分析

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不同维度指标来看，数字

化程度指数增长最快，且于２０１４年超过了覆盖广

度和使用深度指数，但２０１６年出现了下降；覆盖广

度指数呈平稳上升趋势；使用深度指数于２０１４年

开始出现下降后增长相对较慢（图５）。可见，随着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

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应重点关注使用

深度方面，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

三、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

在的问题

　　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图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指标对比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呈持续增

长趋势，使用深度指数在２０１４年下降后又平缓上

升，数字化程度指数增长较快但波动较大，三类指标

的发展具有明显差异。可见，虽然长三角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整体呈增长趋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各类业务发展不平衡，征信业务起步较晚

虽然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呈快速发展趋

势，但是也存在着数字普惠金融各类业务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

数字化程度指数增长较快而使用深度指数增长相

对缓慢。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的细分类别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支付、保险

和信贷业务开发较早，但货币基金、投资和征信业

务出现较晚，尤其是数字征信业务２０１５年才出现。

互联网借款人征信信息的缺乏使得数字普惠金融

信贷业务的信用风险高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

（二）金融监管不足，非法集资现象严重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完善

的法律法规和专门的监管体系［６］。由于数字普惠

金融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载体，突破了行业和空

间的限制，为非法融资提供了便利，许多不法分子

假借数字普惠金融的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加之

监管不足，使非法融资成为制约数字普惠金融深入

发展的瓶颈。２０１８年，我国新发生非法集资案件

高达５６９３起，涉案金额３５４２亿元，其中新发互联

网集资案件数占比３０％，涉案金额和人数分别占

比６９％和８６％，且案件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７］。长三角地区仅江苏省２０１７年立案查处的非

法集资案件就高达１０４２起，占全省当年立案查处

的经济类犯罪案件的７．８％
［８］。

（三）网络安全事件频发，信息安全面临挑战

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提供了载体，缓解了传统

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小、触达能力低、交易成本高等问

题。但金融机构在运用数字技术时需要对网络平

台、数据信息进行定期维护，否则数字普惠金融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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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信息安全风险。长三角地区作为金融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金融机构遭遇网络攻击的可能性更大。

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互联网应急中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共发生

主机类网络安全事件１５８．７６万起，网站类网络安全

事件１５．７３万起，同比分别增长３５３．６％和１７６

倍［９］。网络安全事件的倍增显示出金融机构的互联

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信息安全面临挑战。

四、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

展的对策

（一）完善互联网征信

当前我国出现了多种互联网征信模式，互联网

征信机构也不断涌现，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的

信息少，各征信机构之间也相互割裂，没有接入人

民银行的征信系统［１０］。相比于支付、信贷、保险等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征信业务发展缓慢，这

也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面临较高的风险。

鉴于此，互联网征信机构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进

一步开发互联网征信系统和征信产品，满足互联网

信贷机构的需求。政府应采取政策促进互联网征

信平台的信息共享，扩大征信信息的覆盖面，并逐

步将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信用信息接入人民银行的

征信系统，建设高效、全覆盖的征信体系。

（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

健康安全的市场生态环境是数字普惠金融良

性发展的基石，这就需要有效的监管来维护消费者

的权益。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与相关规

章制度出台滞后的矛盾成为监管无法有效开展的

原因。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

管，加强立法工作，尽量缩短新业务出现与监管政

策法规出台之间的时滞，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提供

制度保障。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突破行业限制的混

业经营与金融分业监管的矛盾降低了监管部门的

监管效率。从金融服务内容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

融涉及信贷、保险、证券等多个行业，传统的分业监

管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方面效率不佳。政府要改

革原有的分业监管制度，加强各部门、各行业间的

监管协调。最后，针对非法集资风险，监管部门应

当明确划分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严格审查金融机构

的资质，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机制，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

（三）完善信息安全机制

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信息安全负首要责任，因此

必须完善信息安全机制，加强风险控制。在制度方

面，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安全部门，时刻关注信

息安全问题，设立高效的信息安全预警监控制度，

并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

益。在技术方面，金融机构要在硬件方面加大对计

算机安全设施的投入，加大对保护金融信息安全的

自主软件的研发力度。监管部门应设立准入机制，

对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进行安全审批，并通过网络

及现场检查方式对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进行动态

监测，完善信息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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