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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金融科技为传统银行没有触达的客户提供两种改善融资可得性的新模式：一是 P2P网络借贷，
出借人和借款人通过互联网实现直接的资金匹配。二是大数据信贷，机构通过获得银行没有的大数
据信息对借款人信用状况进行更好甄别，进而发放贷款。一方面，学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科技可能
给传统金融带来的变革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声称，金融科技会颠覆传统金融；另一方面，贴上
“金融科技”标签的 P2P网贷等新业态呈现的种种乱象又引发人们对金融科技的疑虑。金融科技会
颠覆传统金融吗？与传统银行信贷模式相比，经过金融科技改造的信贷模式有什么优势？能否在理
论层面对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开展信贷业务上的差异进行严谨的解释？尽管已有文献讨论了金融科
技的基础理论，一些研究也指出，大数据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但多数对金融科技的研究还集中于定性描述和经验研究，极少有权威中文文献用严谨的经济学语言
去论证金融科技如何解决信贷业务中最关心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解
决过程是什么样的？机理何在？成效如何确定？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模型，论述大数据如何解决传统金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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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模型，比较了直接借贷模式、传统银行
信贷模式和大数据信贷模式在风控上的差异，详细论证了大数据有助于解决借贷中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机理。研究发现，大数据信贷模式收集、利用了传统银行信贷模式中
所没有的信息，改善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是对传统银行信贷模式的升级；而 P2P网络借
贷如果没有大数据支持，按照其信息中介的本质，只是在直接借贷模式上加入了互联网平
台，并不能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银行相比，在风控上并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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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主要结论体现为：P2P网络贷款本
质是直接融资模式，虽然商业模式新颖，但大多数平台在运营中基于线下的传统风控内核。因此，
P2P模式没有比传统信用中介额外获取私人信息，并没有明显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无法真正
解决小额信贷的风控难题。基于大数据的信贷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产生了新的、对信用审查有
用的信息。当大数据所提供的信号足够精确时，大数据信贷模式可以有效覆盖传统商业银行不能覆
盖的客群，并且能较好地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通过模型刻画了大数据信贷的机理，比较了直接借贷模式、传统银
行信贷模式和大数据信贷模式的差异，揭示出大数据信贷的优势，弥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匮乏。
讨论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颠覆”问题，首先要区分是什么类型的金融科技。有的金融科技主要
是对传统金融商业模式的改变（例如，由线下经营转移到线上），相当数量的 P2P网贷平台、理财
平台即是如此；有的金融科技涉及传统金融内核的升级，例如，大数据信贷。金融科技对信贷业务
最大的改进不在于表层商业模式的改变，而在于它改造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内核，让资金的出借方以
较低的成本获取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更强大甄别、控制信贷风险的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
性。大数据信贷的优势在于，它能收集和处理传统信贷模式中无法获得的信息，从而能更好地甄别
借款人的资质，解决困扰金融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大数据信贷模式是对传统银行信贷模式的改进，对传统银行业务模式构成
了一定的挑战，银行需要与时俱进，有效利用大数据开展业务；而通常缺乏大数据支持的 P2P网贷
模式，只是传统民间借贷在商业模式上的改良和一定程度的风险分散，并不能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和传统银行相比，在风控上并无明显优势。不是所有标榜“金融科技”的网络借贷都能真
正体现金融科技的优势，嵌入大数据内核的信贷模式才代表着金融的发展潮流。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建立基准模型，比较直接借贷模
式、传统银行信贷模式和大数据信贷模式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差异。第三部分，对基准模型
进行拓展，将模型拓展到动态，并考虑了企业的类型和逆向选择问题。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一、文献综述

一系列文献讨论了 P2P网贷能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大量的实证文献试图论证 P2P所
依赖的非传统信息可以影响其成功率和利率定价。例如，外貌（Duarte et al.，2012）、种族性别
（Pope & Sydnor，2011）、财务状况（Iyer et al.，2009）、社会关系（Freedman & Jin，2008）、社
交网络（Lin et al.，2013）、借款陈述（李焰等，2014） 和投资者理性（廖理等，2014）。这些非
传统信息是对信用信息的一种替代，起到了信号作用，通常被视为“软”信用信息。然而，除了
必需的身份等信息外，P2P的借方通常是自愿发布那些有助于他们获得贷款的信息，而这些信息
一般是无法核实的。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平台都缺乏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不能作为可信的信息
来源。但实证研究表明，出借人却很容易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做出可能错误的决策（Michels，
2012）。

随着大量数据的涌现，研究者开始关注大数据的经济影响。例如，Goldfarb & Tucker （2019） 研
究发现，大数据可以降低经济成本；Begenau et al.（2018） 和 Farboodi et al.（2019） 分析了大数据
和公司规模及成长性的关系；Farboodi & Veldkamp（2020） 探讨了大数据的获取如何影响市场有效
性。另外，对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层出不穷，这为金融业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支持，Varian
（2014） 和 Mullainathan & Spiess（2017） 对此进行了总结。实证方面，Hua et al.（2017） 和 Huang
et al.（2018） 使用蚂蚁金服的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信贷可以提升商品的成交量和多样性，并提高
商户的服务水平。这个结论不仅验证了大数据信贷的效果，还间接反映出金融科技促进实体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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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渠道。
关于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关系，一些文献探讨了 P2P平台和传统商业银行之间到底是相互替

代，还是补充关系。Tang （2019） 构建了理论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并应用 Lending Club的数据
进行验证发现，P2P平台出借的对象也是银行的服务对象，P2P借贷只会发生在能够从银行获得信
贷的人身上，从这点上看，P2P平台对银行是一种替代；但是 P2P平台的贷款额度非常小，从这个
意义上，对银行是一种补充。Braggion et al.（2018） 也进行了类似的建模分析，并用人人贷的数据进
行验证。另外一些学者关注金融科技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例如，Buchak et al. （2018） 和 De
Roure et al.（2018）。而 Tarullo （2019） 则认为，金融科技是影子银行的一种。国内一些学者研究
了金融科技公司和商业银行的竞争，从结果上来看，如果竞争是良性的，金融科技能够促进传统金
融业进步；竞争的加剧可能威胁商业银行生存，并诱使商业银行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以留住
客户（谢平等，2015；郭品和沈悦，2015）。

然而，目前还没有较为成型的理论模型刻画出金融科技影响传统金融背后的经济机理，只能定
性描述金融科技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比传统金融有优势，因此，对于认识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
关系的贡献有限。本文正是在众多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建模分析大数据信贷如何解决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问题。Holmstrom & Tirole（1997） 对最基本的借贷行为构建了一个基础分析框架，本文的模
型基于该文的框架。不过，本文针对的是广义上的借贷模式，并不特别指 P2P，也包含银行信贷模
式，因此，区别于专门建模分析 P2P借贷模式的文献（例如，Chen et al.，2014；谈超等，2014；
张海洋，2017）。

二、基准模型

（一） 模型假设
基于 Holmstrom & Tirole（1997） 经典模型设定，一个企业家可以生产某种产品，该产品的产

量被标准化为 1。假设产品有两种状态，分别是合格品和非合格品。消费者只接受合格品，不接受
非合格品。如果企业家生产的是合格产品，则其收益为 R；如果消费者不接受企业家生产的非合格
品，则收益为 0。如果企业家进行生产，需要投资总量为 I（I固定）。企业家有自有资产 A，但不
满足投资需要（A<I）。为了投资该项目，企业家需要融资 I-A。

考虑传统的借贷双方，并假设他们都是风险中性，且没有时间偏好。假设出借人市场是完全
竞争市场。企业家与出借人签订融资额为 I-A的借贷合同。在该借贷合同中，规定企业家出售产
品获得的收益 R中的 Rl给出借人，Rb留给自己；若企业家没有收益，则企业家和出借人的收益
都为 0。

假设存在道德风险，在获得贷款后，企业家可以努力生产，则生产的产品为合格品的概率为
pH；企业家也可以不努力生产，则生产的产品为合格品的概率为 pL，且企业家可以获得额外的私人
好处 B。假设Δp=pH-pL，Δp>0。

如果借贷双方不存在中介，则为直接融资模式；如果存在中介（银行），则为间接融资模式。
企业家最终的产品会被消费者消费掉。消费者只接受合格产品，不接受非合格品，其效用随合格品
的概率增加而增加，即随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增加而增加。
（二） 模型分析
1.直接融资模式
对于借贷双方，考虑一个最优合约。最优合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最优合约的约束

下，企业家会努力工作。第二，在努力工作的条件下，企业家能够获得融资，进行生产。最优合约
具体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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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合同应当能够促进企业家努力工作；否则，产品的净现值为负。因此，“激励相容约束（IC）”
应当得以满足，即 pHRb≥pLRb+B或者ΔpRb≥B。

企业家向出借人披露的信息是自愿披露信息，出借人无法准确甄别其真实性。企业家从没有
私人信息的出借人那里获得融资，在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前提下，出借人能够得到的最高收入是

R- BΔp 。贷款的最高期望收入是 pH（R-
B
Δp），企业家能够得到贷款的条件，也就是“参与约束

（PC）”为：

pH（R-
B
Δp）≥I-A （1）

即

A≥A*≡I-pH（R-
B
Δp） （2）

其中，A* 是企业家能够融到所缺资金的最小自有资金额。考虑完全竞争的出借人市场，有
pHRl=I-A。假设 r反映了贷款合同的违约风险，可以得到（I-A）×（1+r）=Rl。

模型说明，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不管企业家愿意支付多高的利息，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有资
产作抵押，都融不到资。以上模型的结果和 Holmstrom & Tirole（1997） 的研究一致，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该模型分析的是一种最原始的直接借贷关系，例如，民间借
贷。

P2P平台的实质是在传统信贷中加入了互联网，让借贷双方更容易撮合。从这个概念来看，
P2P平台起到的是纯信息中介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在没有额外信息的情况下，P2P的运行机理和
直接融资模型完全吻合。如果没有额外获取信用信息，P2P网络借贷模式只是在客户营销层面实现
了更有效的撮合和风险分散，并没有在实质上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金融最核心的风险
控制问题。

2.传统银行信贷模式
比较常见的间接融资模式就是银行信贷，在这种模式中，Rl=F是一个定值。银行可以一定程度

上对企业进行监督或审计，从而获得企业家的更多私人信息。假设通过审计和贷后监督，银行可以
把企业的私人好处从 B降到 b，所以之前的 IC变成 ΔpRb≥b，同时，银行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c，
也需要一定的回报，假设银行的回报为 RB。银行也面临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银行的“激励相容约

束（IC）”应当得以满足 pHRB≥pLRB+c，或者 ΔpRB≥c。则付给银行的最小收入为
c
Δp 。

综上所述，此时银行能得到最大收入为：

pH（R-
b
Δp -

c
Δp） （3）

需要大于等于其贷款量 I-A。这时有：

A≥A**≡1-pH（R-
b+c
Δp） （4）

当 A**＜A*时，即 b+c<B时，银行作为具有私人信息的金融中介，其存在可以使一部分在直接借
贷模式下得不到贷款的企业获得贷款。因为企业和储户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使得直接借贷的
可能性降低，这符合教科书上对信用中介存在合理性的一般解释。

3.大数据信贷模式
假设存在两种企业 G和 B：G 类企业在努力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的合格品率为 pHG，该类企业在

总体中的占比为 λ；B类企业在该情况下的合格品率为 pHB<pHG，其在总体中的占比为 1-λ。对于大
数据信贷模式，假设出借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关于企业家的信息。为了简化模型，假设信息是
关于企业家产品合格率的信息。如果出借人观察到好的信号 s=1，则可以推断努力经营后的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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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为 pHG；当观察到 s=0，则可以推断产品的合格率为 pHB。用公式表达为：
Pr（产品合格｜s=1）=pHG （5）
Pr（产品合格｜s=0）=pHB （6）

以阿里小贷为例，阿里巴巴（网商银行） 为出借人，可观察到的信息为淘宝商家的交易量。
当商家交易量较大时，阿里巴巴得到较好的信息，并推断商家将来产品的合格率较高。这些信息
基本是客观的、在电商模式下得到的私人信息，企业家自身难以篡改，有很高的真实性。这时的
信息是出借人通过网络交易数据得到的，与 P2P模式中借款人主动披露的信息有显著区别。

出借人可以根据企业类型设计不同的借贷合约：根据 G 类企业的借贷合约，出借人提供 I-A，

它可以从企业得到 pHG（R-
B

pHG-pL
），而企业家获得 B

pHG-pL
；根据 B类企业的借贷合约，从 B类企

业得到 pHB（R-
B

pHB-pL
），而企业家获得 B

pHB-pL
。可以发现，B类企业家必须在产品合格时得到更多

的利润分配才能保证其努力生产。
经典理论认为，对于那些缺少常规信用信息（例如，抵押品） 的企业，传统借贷模式获得的

企业家信息非常有限，无法区分两类企业，由此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设立借款合同时存在信
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家知道自己的发展潜力而银行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借款合同对两类企业
是统一的，为了保证两类企业都努力生产，必须根据 B类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来确定企
业家分得的利润，这样间接增加了优质企业的贷款难度。第二，银行只能推断某企业努力经营后
的产品合格率为 pH=λpHG+（1-λ）pHB，这样就拉低了优质企业的最大融资额，抬高了劣质企业的最
大融资额。本文得到以下的结果。G 类企业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获得贷款的条件为：

A≥A
***

G ≡I-pHG（R-
B

pHG-pL
） （7）

B类企业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获得贷款的条件为：

A≥A
***

B ≡I-pHB（R-
B

pHB-pL
） （8）

在 P2P直接融资模式下，两类企业获得贷款的条件都是：

A≥A*≡I-pH（R-
B

pHB-pL
） （9）

在银行信贷模式下，两类企业获得贷款的条件都是：

A≥A**≡I-pH（R-
b+c
pHB-pL

） （10）

很容易看到，A
***

G ＜A
***
＜A

***

B ，所以大数据信贷可以使一部分从传统渠道得不到贷款却有良好发

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得到贷款，减少了劣质项目的融资，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定理。

定理 1：当 A
***

G ＜A
***
时，pHG（R-

B
pHG-pL

）＞pH（R-
b+c
pHB-pL

）。意味着，在大数据信贷模式比传统

银行信贷模式更能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家获得融资。
定理 1描述的情形是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好的企业（G 类） 的融资约束要低于传统银行信贷

模式下所有企业的平均融资约束。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好企业的潜力通过大数据反映给出借人，
于是其融资约束和出借人根据信号更新的产品合格率成反比。可以看到，通过大数据得到的信号越
精确，根据信号更新的好企业产品合格率越高，出借人给企业贷款的意愿就越强。因此，在大数据
信贷模式下，只要从大数据中能得到足够精确的信号，大数据信贷模式可以让那些在传统银行信贷

金融理论与政策Financial Theory & Policy

39



国际金融研究 2020·8

模式融不到资的好企业获得融资机会。

定理 2：当 A
***

B ＞A
***
时，pHB（R-

B
pHB-pL

）<pH（R-
b+c
pHB-pL

）。这意味着，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获

得融资的企业家中有良好发展潜力的比例更高。
定理 2描述的情形是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不好的企业（B类） 融资约束要高于传统银行信贷

模式下所有企业的平均融资约束。在该情况下，通过大数据得到的信号越精确，根据信号更新的不
好企业的产品合格率越低，而出借人给企业贷款的意愿就越弱。因此，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只要
从大数据中能得到足够精确的信号，大数据信贷模式可以淘汰那些在传统商业银行模式可能侥幸获
得融资的坏企业。

以上两个条件在 pHG远大于 pHB时，也即出借人得到的关于企业家的信息价值更大时，更容易
成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出借人能得到更好的信息提供了便利。另外，当 c或 b很大时，企业在
大数据信贷模式下比在传统银行模式下更容易融资。这说明，如果银行的审计或监督成本很高时，
大数据信贷模式容易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模型拓展

（一） 模型拓展一
将基准模型拓展为两阶段融资模型，考察大数据信贷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机理。在新的模型

里，企业需要两个阶段的产品和市场开发。第二阶段的设定和基准模型一致。企业家在第一阶段可
以选择其努力的程度 e，这将决定第二阶段合格产品的销售利润 R=R+e。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度，

假设 R≥ B
Δp。当企业家付出努力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为 c（e）=

e2
2 。在两个阶段的初期，企业都

需要资金投入：第一阶段所需的投资量为 I，企业家的自有资产为 A’；第二阶段初期所需的投资量
为 ρ。在第一阶段，大家认为 ρ是符合概率分布函数为 G（） 的随机变量。如果企业的第二阶段投
资需求无法被满足，则整个项目停止，没有任何资金可以被回收。图 1描述了两个阶段的生产经营
以及融资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不能被外界观察到。而金融科技为数据的拥有者提供了更多的
信息。例如，可以通过观察订单量等数据推测企业家的产品和市场开发成功与否。假定在大数据信
贷模式下，e 可以被出借人观察到，可以应用交易的成交量或成功率作为参数。如果卖家想提高交
易的成功率，需要提高产品质量，而更加努力工作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一种方法，可以用基于大数据
的交易成功率作为努力工作的一种信号。

下文将讨论在传统借贷（包括直接借贷和银行信贷） 和大数据信贷两种模式下，企业家的努力
程度选择和两个阶段的融资成功率。

在传统借贷模式下，出借人无法观测到 e。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努力并不影响后一阶段的融
资成功率。另外，当产品合格时，企业家总是只能分配到 B

Δp，因此，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努力也

不影响最后的利润分配。由于努力成本 c（e）>0，企业家总是选择 e=0。而在均衡中出借人也总是

图 1 考虑道德风险的两阶段融资模型

第一阶段：产品和市场开发

企业家选择 e，产生成本 c（e）融资 I-A’

第二阶段：产品和市场开发

企业家选择是否努力生产 产品检验与销售；
按合约分配利润

大家观察到 ρ；
借贷人决定是否出资，并签
订借贷合约；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e 可以
被借贷人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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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认为 R=R，第二阶段初期的最大融资额为 pH（R-
B
Δp）。由此可以推出，第一阶段的融资条

件为：

A′≥A1
*
≡I-

∞

0乙 II ρ＜pH R - B
Δp乙 乙乙 乙pH R - B

ΔpΔ 乙-乙 乙ρ dG（ρ） （11）

其中，II（·）为指示函数。

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出借人知道企业家的努力程度e。第二阶段的最大融资额为 pH R +e- B
ΔpΔ 乙。

如果融资成功，根据借贷合约，企业家将得到的期望收益是 pHBΔp 。在第一阶段，企业家的期望收益

可以表示为其努力程度的函数π（e）= pHBΔp G pH R +e- B
ΔpΔ 乙乙 乙。企业家将选择努力程度以使π（e）

-c（e）取得最大值。很容易看出，π（e）>0，从而企业家将选择 e*>0。由此可以推出第一阶段的融
资条件为：

A′≥A2
*
≡I-

∞

0乙 II ρ＜pH R +e*- BΔpΔ 乙乙 乙pH R +e*- BΔpΔ 乙-乙 乙ρ dG（ρ） （12）

由于 e*>0，可以得到 A2
*
<A1

*
，即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企业家更容易得到第一阶段融资，而这

主要是由于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可以促进企业家更努力地工作。以上分析总结为如下定理。
定理 3：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由于出借方得到一定的信息，能提供给企业家的资金增加。企

业家得到更多的资金，会增加其努力程度。
以上定理论证了大数据信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阶段融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现实

中，电商平台可以观察到买卖双方的每一笔交易，可以根据交易量为企业提供融资。交易数量越
多，平台能提供的融资量可能就越大。因此，企业家知道如果自己产品的订单上升，会得到更多
的信用额度，于是有动力提高订单量，而最有效地提高订单量的方法就是努力工作。这是一种正
向的激励。
（二） 模型拓展二
在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的类型，引入逆向选择问题。模型的时间线如图 2 所示。

这一部分的模型也是两阶段融资模型。在两个阶段的初期企业都需要资金投入：第一阶段所需
的投资量为 I，企业家的自有资产为 A；第二阶段初期所需的投资量为 ρ，并且 ρ是符合均匀分布的
随机变量 U（0，T） ①。如果企业的第二阶段投资需求无法被满足，则整个项目停止，没有任何资
金可以被回收。在第二阶段产品和市场开发结束时，如果企业家生产的是合格产品，则其收益为
R；如果不合格，收益为 0。

假设在两阶段融资都存在道德风险。在第一阶段获得贷款后，也就是第二阶段，企业家可以努
力生产，则生产的产品为合格品的概率为 pH；企业家也可以不努力生产，则生产的产品为合格品的
概率为 pL。在得到第二阶段投资需要资金 ρ后，企业家仍可选择是否努力生产，获得额外的私人好
处 B2。

现在把企业家的项目分成两类，有 λ的概率是好项目；有 1-λ的概率是不好的项目。如果是好

①本文对模型中均匀分布的假设主要是出于简洁化条件概率的计算，该假设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果。

图 2 考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两阶段融资模型

第一阶段：产品和市场开发

融资 I-A

第二阶段：产品和市场开发

产品检验与销售；
按合约分配利润

第二阶段投资需要资金 ρ；
借贷人决定是否出资，并
签订借贷合约

企业家选择是否努力生产；
获得额外的私人好处 B2

两种类型的项目：RG和 RB。RG
的企业家选择是否努力生产，
并获得额外的私人好处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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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那么其在第一阶段企业家选择努力工作后的收益为 R＝RG；如果不努力工作，其收益为 R＝RB；
如果是不好的项目，那么其收益为 R＝RB。每个企业家都可以观察到自己的类别。如果选择在第一
阶段不努力工作的话，企业家可以获得额外的私人好处 B1。

该模型引入了两阶段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在第一阶段引入逆向选择问题。在第一阶段，有好
项目的企业家可以选择不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可以得到私人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分辨项目
的好坏。

传统信贷模式下，出借人不能观察到企业家是否努力工作，因此，再次引入大数据借贷模式。
为了简化模型，假设出借人可以从企业家项目的回报得到好的信号 s=G，或不好的信号 s=B，用公
式表达为：

Pr（s＝G｜R=RG）=Pr（s=B｜R=RB）=τ＞
1
2 （13）

其中，τ越大，代表着出借人可以从项目回报得到的信号精度越高。给定该信号精度，对模型进行
求解。

该模型的求导需要倒推法，先求解第二阶段的融资问题，再考虑第一阶段的问题。在第二阶
段，模型的问题和基础模型类似，因此，出借人在确保企业家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下能支付给企业家

的最低收入为 B2
Δp 。但此时，因为有大数据产生的信号 s=G和 s=B，出借人对企业家是否努力工作

的概率有了更新。根据该信号，出借人对 R=RG的概率也进行更新。用 PGG来表示观察到 s=G 时，
R＝RG的概率，用 PGB来表示观察到 s=B时，R=RG的概率。用公式表达为：

PGG=Pr（R＝RG｜s=G） （14）
PGB=Pr（R＝RG｜s=B） （15）

根据该条件概率，出借人能得到的收入为：

如果 s=G，IG=max{pH[PGGRG+（1-PGG）RB-
B2
Δp ]，0} （16）

如果 s=B，IB=max{pH[PGBRG+（1-PGB）RB-
B2
Δp ]，0} （17）

根据贝叶斯定律，可以知道：

PGG＝
λτ

λτ+（1-τ）（1-λ） （18）

PGB＝
λ（1-τ）

τ（1-λ）+λ（1-τ） （19）

假设 T 足够大，这样可以得到在收到不同信号的情况下，项目得以继续进行的概率。根据均匀
分布的特性，可以得到：

如果 s=G，Prob（项目继续进行）＝ IGT （20）

如果 s=B，Prob（项目继续进行）＝ IBT （21）

给定条件概率，企业家是否选择在第一阶段努力工作会影响其项目在第二阶段继续进行的概
率。因此，如果企业家选择努力工作，其收益为：

KG=τ
IG
T pH

B2
Δp （22）

如果企业家不努力工作，其收益为：

KB=（1-τ）
IB
T pH

B2
Δp （23）

由以上可以得到，如果一个企业家有好的项目并在第一阶段努力工作的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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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外一种建模方式可以从成本方面考虑两类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比较聪明，其付出较少的努力成本得到较高
的收益。第二类企业家不那么聪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比较高。因为努力成本较低，当大数据信号能够一定程度反
映将来的收益时，聪明的企业会更愿意付出较少的成本努力工作，从而达到定理 4中的第一种均衡。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银保监会、网商银行、微众银行。

KG-KB＞B1 （24）
用以下定理概括上述分析。
定理 4：在大数据信贷模式下，存在两种均衡。

当由大数据得到的信息精度 τ足够精确时，若条件 pH
2 B2
ΔpT（RG-RB）＞B1满足，存在一种均衡：

有好的项目的企业家总是第一阶段努力工作，其项目有更高的概率继续进行；没有好项目的企业家
选择不努力工作，其项目继续进行的概率较低。

当由大数据得到的信息精度 τ不够精确时，所有的企业家在第一阶段都选择不努力工作。

证明：KG-KB是随着 τ的增加而增加。而当 τ＝1时，KG-KB＝pH
2 B2
ΔpT（RG-RB）。τ＝1意味着有

好项目的企业家一定会努力工作，因此，出借人会由此得出其期望。当 KG-KB＞B1时，均衡一成
立。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不努力工作，τ＝0，则 KG-KB＝0。均衡二成立。

以上模型考虑两种类型不同的企业时，应用的是不同的收益，因为好的项目（或企业） 得到的
收益比较高。以阿里小贷为例，大数据能够更好地揭露项目的类型。对好的企业来说，更努力工作
能够让大数据所提供的信号更加精确，从而得到更高的期望收益，更有动力努力工作①。

模型扩展二同时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大数据提供的信息不够精确时，企业家项目继续
进行的概率不高，于是选择放弃努力工作。当信息比较精确时，项目继续进行的概率和企业家的行
为更相关，于是给企业家提供了努力工作的动力。例如，在阿里小贷模式下，阿里巴巴能够动态地
观察到电商的交易情况，从而不断更新其信息。这样的一种动态交互在缓解道德风险的同时，给那
些质量更高、更有创新能力的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信用额度，帮助其成长。实际数据也表明，在风
险管理方面，大数据信贷模式确实表现良好。2019年年末，网商银行的贷款不良率为 1.3%，微众
银行贷款不良率为 1.24%，均显著低于全国商业银行 1.86%的平均水平。如果单独统计商业银行的
小微贷款不良率，大数据信贷的风控效果将更加凸显②。

四、结 论

本文研究了学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所谓“颠覆”的问题，通过建立理论
模型，推导出大数据缓解由不对称信息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机理。互联网上的海量交
易可以产生大数据信号，对这些信号收集和处理能够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改善金融
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覆盖银行过去不能服务的客群。大数据信贷不仅提升了机构的风控能力，也
具备成本优势，这对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构成了挑战。

然而，传统信用中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金融科技仅仅是对信贷业务商业模式线下到线上
的改变，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银行仍比 P2P平台更有优势，所以缺乏有效大数据支持的 P2P
网贷模式更像传统民间借贷在商业模式上的改良，和传统银行相比，在风控上并无优势。因此，不
是所有标榜“金融科技”的网络借贷都能真正体现金融科技的优势，嵌入大数据内核的信贷模式才
代表着金融的发展潮流。

在金融科技发展浪潮中，如果传统银行业不能抓住机遇进行变革，就有被替代的危机。如果
传统银行能吸收金融科技成果，用科技力量改造其业务体系和风控模式，则不但不会被颠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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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变得更加强大。实践中，国内外一大批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利用金融科技促进经
营转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并非对立关系，短期
内，金融科技兴起可能对传统金融构成一定冲击，但在长期，金融科技会被吸纳进主流金融的发
展轨道中。

此外，还应辨别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科技应当能更有助于金融功能的发
挥———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去配置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充分、精确的信
息。大数据信贷的出现是在金融活动中有效利用信息的一个范例，通过资金出借者和企业家的互
动，促使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步的融资而搞好生产，产生有助于其获得信贷的信息，这无疑对实体
经济活动是一种促进，客观上有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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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Fintech the Gravedigger of Traditional Credit Intermediari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redit Based on Big Data

Qiu Zhigang1， Luo Yu2， Jiang Ying1 and Wu Cong3

（1.Hanqi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China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3.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Fintech or financial technology is a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reas in finance. Many new finance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ystem, P2P lending and crowdfunding, emerge and become popular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However, how do those innovations solv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finance remains uncertain in
academia.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the big data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can solve the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s caused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del with both borrowers and lenders is built up to analyze various financing models.
In this model, direct lending, commercial bank credit and credit based on big data are all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e start with the static model in which big data can provide new information to the lenders, and thus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financial models. After that, we set up a dynamic model with both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so as to show how big data can mitigat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to financial innovations is the big data, which are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commercial
banks. Big data can mitigate the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s caused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could be complement to commercial banks. In contrast, the P2P platforms only work as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for borrowers and lenders, so they cannot help resolv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ur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force of
Fintech, which have many im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we differentiate the business models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lending driven by big data（Ant Financial） . For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paper argues that Fintech is
not the gravedigger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s. In fact, data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business of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s by helping them to acquire more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Keywords： Fintech; P2P; Credit Based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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