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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入
1

一、全球的开放现状

随着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推行开放银行模式以及相关监管政策逐

渐落地，开放银行正成为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并备受关注。一方面，开放

银行将改变现有金融体系服务客户的方式，使客户能够通过第三方平台在非金

融场景下获得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银行在开放自身服务和数据的同时，也能

通过数据聚合、产品创新等方式与合作伙伴一起获得新客户、增加客户触点、

打造创新业务并提升客户体验。总之，开放银行模式能令银行、客户、第三方

实现多方共赢，通过合作，共同推动整体市场的增长。

开放银行是大势所趋。目前，全球已经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纳或正在考

虑采纳开放银行模式。英国和欧盟开放最早，也最早颁布监管条例。以英国为

例，其在开放银行的发展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截至 2020 年 12月，共有 294

个受监管的供应商（包括金融科技公司）处于“开放银行”生态系统中，其中

102个通过“开放银行”应用商店提供产品；目前超过 250万英国消费者和企业

正在使用“开放银行”产品来管理财务、获得信贷并进行支付；API调用量从

2018年的 6680万增加到 2020年的近 60亿。

英国和欧盟之外，美国也加入开放银行发展的浪潮中来，并且市场的作用

体现得更加明显，众多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都是推动开放银行发展的中坚力量。

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相对于欧美

国家较少，在发展开放银行的时候倾向于企业间联合协作。香港银联通宝有限

公司就推出了详尽的 API服务，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联合世界银行集团的国

际金融公司（IFC）和东盟银行家协会（ASEAN Bankers Association）成立 AFIN，

意图寻求与欧美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开放银行外部合作。

在中国，四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都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开放

1 报告执笔人：宋科、袁阳、王皓月、罗玉、杨世祺、朱炳姮、张雅琪、包燕平、郭昊。联系方式：

fintech_ruc@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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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模式，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也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参与其中。一些率先行动

的银行和科技公司意识到，开放银行的关键在于以客户为中心、搭建开放生态，

而开放的技术平台是实现“银行无处不在”这一前景的重要支撑。

随着 5G时代的到来，从移动互联到万物互联，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开放银行将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也会吸引更多的中小商业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参与进来，共同推动进入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此外，在开放银行之外或许也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即未来还将形成更广

泛的开放生态体系，各方的交流和合作将会更加密切，数据和服务的贡献将会

更加稳定和高效。通过 “账户层-中间层-生态层”的通力配合，有望给用户带

来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体验。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开放生态的发展过程中，也蕴藏着很多问题和挑

战，如果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行，法规和监管的保障必不可少。

二、开放生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参与方良莠不齐，部分机构能力较弱、风控措施不到位

开放银行重塑了业务流程和底层技术结构，将银行服务嵌入面向客户的细

分场景，为不同客户群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或将重新定义相关各方的竞争关系。

首先，开放银行要求参与各方充分合作与交流，无论是开放环境的搭建还

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与业务开发都对相关机构的技术稳定性和管理体系完善性

提出了一定要求。开放银行为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

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搭建了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

程和其他业务功能，构建开放智慧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技术方提供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的技术运用。如果技术方的能力不足，不但无法保证系

统运行的稳定性，还会影响开放银行推进的效率和效果。

此外，开放生态对安全性的要求较高，如果参与方良莠不齐，可能带来较

大隐患。开放银行的内涵包括了数据信息的共享，银行端拥有大量金融资产、

负债和交易的数据，金融科技公司等掌握着支付、网购、物流、理财数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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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金融机构为了快速扩大业务规模，可能会放松对第三方接入标准的要求，这

会成为开放银行体系风险的重要来源。目前大型银行拥有自身的流量入口、庞

大的客户规模和场景优势，而中小银行在流量入口和客户规模方面处于劣势，

因此其利用API引流的需求更大，尤其是风控不到位的商业银行可能倾向于利用

API开放银行获得竞争优势，发展壮大，这可能会倒逼大型银行加快开放步伐，

甚至引起银行体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继而拉低行业的风险底线。所以，

无论从技术实力层面，还是从风险防控层面，完善的准入机制管理都十分重要。

（二）数据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数据泄露或滥用风险

在开放银行的数据获取、使用和共享过程中，一方面，银行和金融科技公

司在获取用户金融数据时若未进行足够披露和明确授权，消费者对共享数据的

用途和目的缺乏足够的了解，其数据可能被无限制、无限期地获取使用；另一

方面，开放银行使得金融数据不再单一地储存在银行中，而是要在银行和金融

科技公司等第三方之间传输共享，这也带来了数据泄露的风险，黑客可能通过

某一个 API接口渗透到某一主体，从而获取共享链条上的全部数据，数据安全

问题不容小觑。因此，需要关注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隐私保护的监管，包括在

数据共享过程中涉及的身份验证、用户授权、披露透明、欺诈防护等方面的相

关要求，以保障消费者的数据信息安全。

（三）由参与方和业务的多样性可能带来技术标准的缺乏

开放银行的生态圈包含银行、科技公司、第三方商户、用户等多种参与方，

参与方的多样性、独立性及复杂性可能会衍生出多样的技术形态，并导致各方

路径、结构等技术方面与业务方面存在不兼容等现象。

技术标准方面，不同的数据、接口、API等技术标准会增加金融机构、科

技公司探索开放银行发展模式的实验成本；平台标准方面，由于商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自身具有的平台也是实现开放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对开放平台建设进

行标准规范有助于金融机构平台模式的统一和管理；数据标准方面，数据隐私

一直是开放银行重点风险之一，建立安全、统一的数据隐私保护规范及标准有

助于防范个人信息泄露等现象的出现，也便于对商业银行、第三方商户等进行

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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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要求、职责规划等有助于推动开放银行

生态的健康发展，减少各类参与者之间的对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更好的实现

互联互通。

（四）开放银行各主体对数据共享范围未达成共识

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对共享范围的分歧也是开放生态可能面临的一大问

题。开放银行各参与主体对数据共享的理解可能不同，一些银行囿于其传统经

营理念、治理结构，在数据共享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不足，比如一些银行认为用

户数据如支付交易数据属于银行，不需要共享，而金融科技公司在与银行合作

时，往往以更大范围的数据互换为前提，他们认为银行拒绝共享的目的是为了

压制竞争。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分歧可能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合作，进而

阻碍开放银行的发展。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的规定，帮

助各主体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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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放银行的国际监管现状

目前，全球各地对开放银行的监管态度和施行政策各有不同。作为开放银

行先行者的欧盟和英国分别出台了 PSD 2和《开放银行标准框架》等政策文件，

以支持金融机构的开放与合作、促进市场竞争、倒逼银行创新以增强用户体验。

新加坡政府相较而言则更像是开放环境的建设者，不仅以身作则，主动开

放政务数据，还通过发布 API手册、建立各方交流平台等措施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而同样处于亚太地区的香港对于数据隐私的开放相对谨慎，采取的是观

望与跟随的策略，根据其他地区的实践经验分类别分阶段推进功能服务与数据

的开放。

美国则是典型的市场引导地区，政府只站在整体性角度出台一些原则性指

南，而共享标准、技术规范等基本都由市场自行开发制定，因此也涌现出了一

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企业，如 Yodlee、Finicity等。

表 1：各国监管及典型案例一览表

地区 概况 监管机构 监管范围 开放规划

是否强制

银行开放

是否统一

API参数

数据隐私保护

先驱者

欧盟

政府强制

开放

欧盟委员会

欧盟成员国和

欧洲经济区

要求各国在 2018年 1

月前将 PSD 2转化为

法律，欧盟公司技术合

规期限为 2019年 9月

是 否

力度较强，有

《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

（GDPR）

英国

政府强制

开放

英国市场竞争

委员会

全国

按标准规范制定、低敏

感数据、只读模式交易

数据和读写模式数据

的顺序分四阶段进行

是 是

力度较强，同时

遵循《开放银行

标准框架》和

GDPR的条例

美国 市场自发

消费者金融保

护局

全国性为主，

个别州政府出

台地方法案

暂无明确规划 否 否

力度一般，区域

性管理为主，如

加州的 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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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者

新加坡

政府提供

必要支持

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

全国 暂无明确规划 否 是

力度一般，有

《个人数据保

护法（修订）》

中国

香港

政府引导

开放

香港金融

管理局

香港地区

四阶段分步进行，前两

个阶段开放产品信息，

后两个阶段开放数据

否 否

力度较强，对数

据隐私问题较

为重视

保守者 中国

政府制定

技术规范

中国人民银行 全国 暂无明确规划 否 是

力度一般，法规

待完善

地区 典型案例 平台定位/主要业务 开放内容 平台准入 是否直接处理用户数据

先驱者

欧盟 Tink
账户聚合平台，通过 API为第三方提供开发

金融服务和产品所必需的数据和技术支持

用户数据 N/A 是

英国 TrueLayer

为第三方企业应用程序和金融机构之间的

连接提供 API接口（三大业务：DATAAPI、

PAYMENTAPI、PAYDIRECTAPI）

用户数据 N/A 是

美国

Yodlee，

Finicity
数据聚合平台 用户数据

对第三方

设立安全

评估体系

是

追随者

新加坡 APIX平台 开放架构的 API市场和沙盒平台 产品服务

MAS进行

参与方资

质管理和

审核措施

否

中国

香港

JETCOAPIX API集合平台 产品服务 N/A 否

保守者 中国

GAMMAO

平台

API集合平台，链接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 产品服务

建立严格

的服务商

入驻标准

否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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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

欧盟针对开放银行的核心监管政策源于《支付服务指令》和《支付服务指

令 II》两个文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不同的是，欧盟通过这两项政

策的实施，强制所有欧盟国家向欧洲央行批准的第三方免费提供关于账户、交

易、支付的 API，旨在通过开放 API生态系统来促进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于 2007年发布《支付服务指令》，即 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

(PSD)2，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制定统一的监管框架实现业务分离，促进第三方支

付的发展；基于 PSD，欧盟委员会于 2015年进一步推出了《支付服务指令 II》，

即 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 2 (PSD 2)3，其目标是为消费者在网上支付时提供更

好的保护，推进开发和使用创新的在线和移动支付，并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PSD 2相较于 PSD内容更详细，也更严格，将开放 API作为银行的一项义

务，并要求欧洲经济区各国必须在 2018年 1月之前将 PSD 2转化为法律，同时

所有欧盟公司在 PSD 2 上技术合规的最后期限是 2019 年 9 月。PSD 和 PSD 2

的对比见表 24。

表 2：PSD和 PSD 2核心内容对比

支付服务指令（PSD） 支付服务指令 II （PSD 2）

实施时间 2007年 2015年

主要目标

制定支付服务的统一监管框架；

将转账服务从传统的金融服务分离；

促进银行账户开放，发展第三方支付；

关注消费者保护以及新技术的使用

促进欧洲支付市场一体化和高效；

改善支付服务提供商公平竞争环境；

让支付更有保障；

保护消费者

实施范围
仅适用于欧盟内部的付款

不包括通过电信运营商进行的付款

侧重于电子支付

包含通过电信运营商进行的付款

2 PSD原文件 http://aei.pitt.edu/11453/1/1805.pdf

3 PSD 2参考网站 https://ec.europa.eu/info/law/payment-services-psd-2-directive-eu-2015-2366_en
4 PSD与 PSD 2对比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5_5793

http://aei.pitt.edu/11453/1/1805.pdf
https://ec.europa.eu/info/law/payment-services-psd-2-directive-eu-2015-2366_e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5_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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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要求 支付机构必须满足各种要求，以获得提供支付服务的授权（二者基本相同）

主要区别

 PSD仅适用于欧盟内部的付款，而 PSD 2适用于国际支付。PSD 2

将一些义务，特别是信息义务扩展到与支付服务提供商之一位于欧盟的第三

国的付款和来自第三国的付款。

 PSD 2通过覆盖新服务和参与者并扩大现有服务（由不管理账户的

支付服务提供商发布的支付工具）的范围，使他们能够访问支付帐户。

 PSD 2更新了电信豁免，主要将其限制在数字服务小额支付，并包

括在只有一家支付服务提供商位于欧盟境内时与第三国的交易（one-leg

transactions），在授权和监督支付机构方面加强了当局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为了使电子支付更安全、更有保障，PSD 2引入了强化的安全措施，

由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支付服务提供商来实施。特别地，PSD 2要求支付服

务提供商将强客户身份验证（SCA）作为电子支付交易的一般准则，为此，

委员会通过了规定客户身份验证（SCA）应用力度的规则。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一）法律法规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在参与对象方面，从 PSD到 PSD 2，欧盟监管呈现出分类逐渐细化，对金

融科技重视程度逐渐提升的趋势。PSD（2007）规定了可以提供支付服务的三

类机构（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PSP），根据业务范围的不同，三类 PSP需要

分别申请银行牌照、电子货币机构牌照、支付机构牌照。这三类 PSP具体包括：

信用机构（Credit Institutions），部分当局（Certain Authorities）和电子货币机

构（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s），其中信用机构包括银行，部分当局指中央

银行以及政府机构，电子货币机构为 PSD新增内容。此外，满足特定资本和风

险控制要求的非上述机构，也可以申请作为支付机构的授权。

在 PSD 2（2015）中，欧盟委员会对支付参与方及其行为进行了更详细的

定义，并针对支付服务提供商作了进一步细分，其中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对应

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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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PSD 2中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PSD 2，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支付服务用户（PSU）是账户服务支付服务提供商（ASPSP）和第三方支

付服务提供商（TPP）提供服务的最终用户，PSU不直接参与 API的交互，ASPSP

向符合要求的 TPP提供 API服务。其中账户服务支付提供商（Account Servic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ASPSP）向消费者提供账户，而消费者向其发起或接

收支付，例如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等）。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Third Party

Service Providers, TPP）包括：提供支付发起服务商（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

Provider, PISP），提供账户信息服务商（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

AISP），卡基支付服务提供商（Card Based Payment Instrument Issuers, CBPII）。

根据 PSD 2规定，申请成为合格的 TPP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获得国家主管机构（NCA）授权，以支付服务提供商的身份运营，并承

担其所需的角色（AISP、CBPII、PISP）；

2) 从具有 PSD 2 eIDAS证书配置文件的合格信托服务提供商（QTSP）处

获得合格网站认证证书（QWAC）和合格密封证书（QSealC）。

在数据公开方面，PSD规定了支付服务机构需要公开的信息，包括任何费

用、汇率、交易参考和最长执行时间，PSD 2进一步制定了支付账户开放规则，

要求以银行为代表的支付机构要向第三方开放用户的账户、交易数据。由此也

可以看出，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 PSD和 PSD 2两个文件促进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推动欧洲金融科技的进步，其政策态度是积极而非限制性的。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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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都非常重视对消费者的保护，这不仅体现在交易安全方面，还包括用

户隐私等。

在数据访问权限方面，不同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在使用 ASPSP提供的

API时，其数据访问权限是不同的，具体来说，AISP和 PISP使用 ASPSP提供

的 API权限分别如下：

AISP使用 ASPSP提供的 API时，其使用权限包括：

 获取客户账户信息；

 获取指定客户账户的交易历史记录；

PISP使用 ASPSP提供的 API时，其使用权限包括：

 汇款预览；

 汇款；

 汇款最终确认。

并且，为了保障支付安全，在转账期间还会触发强客户身份验证（Strong

Customer Authentication, SCA），即至少使用以下三种中的两类要素对用户身份

进行验证：①所知（knowledge）：仅客户本人知悉的要素，如静态密码等；②

所持（possession）：仅客户本人持有并特有的，不可复制或者不可重复利用的

要素，如经过安全认证的数字证书、电子签名，以及通过安全渠道生成和传输

的一次性密码等（银行卡、个人设备、令牌或数字通行证）；③所有（inherence）：

客户本人生物特征要素，如指纹、虹膜数据。此外，目前并不是所有 ASPSP都

会向 CBPII提供 API。

在支付监管方面，根据 PSD 2，欧盟的受监管支付服务包括：

 运营支付账户并允许现金存入和转出支付账户（例如，在根据商家的指

示结算之前将商家的资金存在银行账户中）；

 执行支付交易（例如，处理客户付给商家的款项）；

 发行支付工具或获取支付交易（例如，获取和处理信用卡交易）；

 汇款（例如，代付款人将资金转给收款人）；

 付款启动服务（例如，从客户的银行账户向商家发起付款，比如银行转

账）；

 账户信息服务（例如，提供关于 AISP持有的支付账户的综合或汇总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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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付款启动服务和账户信息服务两项为 PSD 2新增内容。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在账户和资金安全方面，PSD 2 指出，数据开放以用户同意为前提，无须

第三方与银行之间签订协议。在身份验证，支付授权，交易手续费补偿等方面

的具体要求是：

 强客户身份验证 SCA：PSD 2要求，在在线登录、电子支付和远程支付

等应用场景下，为保障支付安全，PSP必须使用 SCA 验证；

 非授权的支付交易：PSD 2规定，如发生未经用户授权的支付交易，付

款方的 PSP负有首要责任，用户自身承担很小的责任。同时，PSD 2采

纳了单一欧元支付区 SEPA的直接借记要求，允许用户在支付账户借记

后八周内行使无条件退款权利。

 额外交易费用：在各个成员国内，为了补偿支付工具产生的手续费，存

在收款方向支付方进行额外收费的情况，且各国的收费标准不一致。针

对该种情况，PSD 2规定，一般情况下，严格禁止收款方向付款方收取

额外的费用用以补偿交易手续费。

 备付金管理：备付金可存于银行或投资于低风险流动性资产，如中央政

府、央行、大型跨国企业、大型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但相关收益不得

给予用户；客户备付金要与机构自有资金隔离管理，并可通过第三方保

险公司保障，保险金额需与隔离的备付金总额相等；电子货币机构从用

户处收到的备付金，不得构成存款、不可以用来发放信贷、也不可以用

来抵债。

 用户个人数据：成员国需允许 PSP处理个人信息，以在必要时预防、调

查并侦破支付欺诈行为，其前提是 PSP仅可处理和存留与支付服务提供

相关的个人数据，且必须征得用户同意。个人信息的处理应依照欧盟《个

人数据保护指令》(Directive 95/46/EC)等相关法律执行。

在用户隐私方面，除 PSD和 PSD 2对用户数据保护有规定外，由于欧盟非

常重视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于 2016年 4月通过并于 2018年 5月起适用于全体

成员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GDPR）也对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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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监管5。

GDPR 对成员国内凡是拥有欧盟公民数据的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都适

用，一方面，数据所有者不仅拥有知情同意权、删除权等已有权利，还另外拥

有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等扩充权利，数据所有者可以要求删除实现双方约定

目标不需要再用到的数据，也可以将数据无障碍地在不同的数据控制者中进行

转移。对于可处理的数据类型，GDPR规定，除非属于列明的一些特殊情况，

否则种族、民族、政治、宗教、基因、其他生物性识别和健康相关的数据，是

禁止使用的，犯罪和违法数据也需由官方机构掌握和处理。而对于一般性数据

的授权同意，用户也可以撤回，且此前享受到的服务和获得的数据处理结果仍

然合法。

数据的控制和处理者则将面临更多、更严格的要求，如设置专门的数据保

护官、对数据处理的过程进行记录等，就算企业在欧盟境外，只要其因为向欧

盟境内的数据所有者提供服务而取得数据，就同样处于管辖范围内。企业、机

构的侵权行为将受到对应的惩处，罚款上限可达 2,000万欧元或企业全球年度收

入的 4%。

3. 欧盟成员国内相关政策

PSD、PSD 2和 GDPR在欧盟地区对银行、第三方支付普遍适用且有着举

足轻重的影响，此外，在欧盟以及各个国家内部也有相关政策和文件与之配合，

我们列举了发展时间较长，有充分实践经验的相关政策作为参考。

表 3：欧盟与支付相关的其他监管政策

监管机构 影响地区 相关政策 执行时间

欧盟委员会

28 个欧盟成员

国以及冰岛、挪

威等

《SEPA》构成了建立单一欧元支付区的法律依据，在

此区域内的公民、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不论支付交易

发起方和接收方是否属于同一国家，都能够依据同等

的条件、权利和义务，发起和接收欧元支付。

2009年

AMC/ACPR 法国 所有开展支付业务的机构根据具体的支付业务性质和 2009年

5 GDRP第 5、6、7、9条规定了个人数据保护原则；第 12至 22条规定了数据主体享有的权利；第

44至 49条禁止非法向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接受者传输个人数据；第 9章包含成员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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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业务范围，需事先获得 ACPR颁发的信贷机构牌

照或者支付机构牌照。当局有权对支付中介机构进行

控制，进而维护法国支付系统的稳定。

立陶宛中央

银行6
立陶宛

监管沙盒机制：强调对现有监管规定有条件、有期限

的豁免，发放“有限牌照”，强调“市场退出”，其

目的是支持金融市场创新,特别是在创新监管还不充

分或者不清晰的情况下,为初创金融科技企业创造相

对宽松和有利的监管环境。

2018年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4. 政策影响力研究

根据 Polasik，Huterska，Iftikhar 等人（2020）的研究，PSD 2 的实施从根

本上改变了欧洲经济区提供支付服务的监管环境。实证结果显示，自 2015年 11

月 PSD 2实施以来，欧洲 PayTech（Payment Services-oriented Part of the FinTech

Sector）企业数量出现了迅速而短暂的激增。随着该指令在各国转化为法律文件，

2018年新进入者的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于 PSD 2通过前的水平，这表

明该指令产生了积极影响。分析证明，市场潜力、支付系统的特点，包括支付

卡的普及程度，以及当局为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提供的公共环境，都对 PSD 2牌

照的发放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PSD 2的推出弱化了国内市场的影响，商业环

境开放的重要性增加了，监管沙盒机制也有效地支持了 PayTech部门的发展。

（二）案例：Tink7

欧盟通过立法开展开放银行项目，倒逼传统银行业对第三方开放相关数据，

促进行业竞争，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消费者。具体来说，2015年欧盟颁布

了支付服务法令Ⅱ（PSD 2），通过立法推动欧洲的数据开放工作；2016年欧

盟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统一了各成员国个人数据保护规则。

这两部法律定义了欧洲支付生态的系统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用户隐私数据保护

6 立陶宛监管 http://pl.sinoins.com/2020-11/13/content_370635.htm
7 https://tink.com

http://pl.sinoins.com/2020-11/13/content_3706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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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详尽的框架与标准。

在传统商业银行向第三方开放数据的背景下，也给了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发

展相关业务的机会，诞生了一批金融科技公司，Tink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Tink

在 PSD 2框架下，聚合了 18个欧洲国家/地区超过 3400家银行的账户数据，并

预先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和分类，使得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能在 Tink

基础上更好地开发各种数据驱动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1. 公司简介

2012 年，Tink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立。最初，Tink 面向消费者提供银行

账户聚合服务。后来，随着开放银行的推进，Tink不断更新产品定位，完善功

能，将开放的范围扩大至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等第三方，为其提供开发金

融服务和产品所必需的智能数据和基础技术支持，现在已经发展成欧洲领先、

功能完善的开放银行平台。

目前，Tink在比利时、奥地利、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意

大利等 18个欧洲国家/地区都开展了业务，并与 3400多家银行建立了联系，为

包括 PayPal、Nordea 等在内的 300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提供解决方案，产

品覆盖了欧洲 2.5亿多家客户，超万名开发人员正在使用 Tink来构建和提供新

的智能化金融服务和产品。

2. 业务模式

Tink积极地利用欧盟 PSD 2法规，即第三方数据提供商有权利使用 API来

获取银行数据，与银行建立连接，打通银行的身份验证环节，聚合消费者在银

行的账户信息。但是，与银行建立连接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欧洲有成千上

万的银行，它们都有自己的连接和身份验证方法，甚至随时可能进行更新，这

就需要 Tink在技术监测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解决与银行连接的问题，并引导用

户使用适当的身份验证机制。

而第三方只需通过一个即插即用的 API 接口与 Tink 进行连接。通过 Tink

Link的前端 SDK，一行代码就足以完成与 Tink的集成，进行客户的身份验证，

构建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另外，在 Tink平台，客户进行数据授权时，不需要额外的许可证，只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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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Tink身份验证流程即可。具体来说，当用户使用第三方服务时，只需要连接

帐户并向其银行进行身份验证，随后开发人员便可以从该帐户访问所有交易信

息。在数据安全保护方面，Tink还通过了 ISO 27001认证，所有客户数据在运

输过程中都会经过加密。

图 2：Tink业务模式

资料来源：Tink官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从服务内容上看，Tink的技术支持访问实时交易数据、即时验证账户所有

权、发起付款、转账、提供理财服务等。并且根据第三方机构的需求，Tink可

以提供对银行数据的不同访问方式，即“快照”或“连续”访问，其中“快照”

指的是一次性获取终端用户的交易数据，在单个时间点获得其财务状况的标准

化“快照”视图，通常适用于风险或信用建模产品；“持续”指的是获取终端

用户在其银行账户中持续更新的财务数据流，随时获得最新、最准确的信息，

更适合理财产品。

除了提供便捷的银行数据访问方式外，Tink也会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得到更加方便使用的分类数据，从而更好地满足第三方的不同需求。例如，为

了满足第三方改进客户信用和风险评估服务的需求，快速全面地了解客户的财

务状况，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提供客户满意的报价。Tink将会访问分析用户

的实时交易数据，在客户完成身份验证，同意在其各种账户中共享数据后，便

会检索数据，并在后台通过机器学习处理分析数据以识别交易历史记录中的模



16

式，然后输入第三方的信用评分模型，得出评分结果，进行合理报价，从而创

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传统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新贵除了在众多领域竞争之外，还建立了全面的

合作伙伴关系。众多银行通过与 Tink合作，利用 Tink处理数据、账户汇总、

理财顾问等功能，为客户构建和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客

户满意度以及银行的竞争力。

比如，荷兰银行（ABN AMRO）与 Tink合作，使用 Tink的账户汇总功能，

让客户能够在一个屏幕上查看其所有不同银行的账户，提供真正的多银行业务

体验。

北欧的银行 SEB基于 Tink的平台开发了自己的应用程序，基于 Tink的数

据处理功能以清晰的格式为客户分类显示交易信息。现在 SEB的应用程序每年

的访问量超过 2亿，深受瑞典私人客户喜爱。

葡萄牙的银行 Caixa Geral deDepósitos用 Tink的 PFM工具包构建 DABOX

应用程序，可以让用户看到其所有账户的实时分类交易数据。DABOX 用户还

可以设置预算或节省目标，并获得收支的统计信息和个性化见解，帮助用户更

好地了解和管理其财务状况。

由此可见，开放银行体系下，传统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是竞争与合作

的关系，金融科技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可以倒逼传统商业银行改进服务，与此

同时，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共同改进产品和服务，提升

金融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二、英国

在开放银行领域，英国可谓是推出相关条例与标准的“第一国”。2010年

左右，鉴于英国银行的僵化与保守，英国市场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简称 CMA）提出开放银行概念，旨在提升银行间竞争，改

善客户体验。此后，英国成为了欧洲开放银行发展的主要力量。2015年 8月，

英国财政部成立开放银行工作组（“The Open Banking Working Group”，以下

简称“OBWG”），研究并制定详尽的开放银行框架与标准。2016年 3月，OB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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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发布了《开放银行标准框架》（“The Open Banking Standard”，以下简称

《标准框架》）8。《标准框架》在结合英国银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

了 PSD 2和 GDPR的要求，在开放 API的架构、运作、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包括数据标准、API 标准、安全标准和机构治理模式。此外，英国标准协会等

组织也发布了一些行业自律性条例，针对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

制定相关行为规范。

总体看来，英国开放银行发展的特点为监管先行，由政府监管部门自上而

下推动开放银行战略的发展，英国开放银行计划也正是在《标准框架》的“三

大标准及一个治理模式”指导下实施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英国脱欧后，英国支付服务监管

格局将发生变化，但是，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FCA）已将英国脱欧引起

的某些监管政策变化置于“停顿（standstill）”状态，该状态将持续到 2022年 3

月 31日。在停顿期间，企业可以忽略相关变化，并继续遵循当前的要求。处于

停顿状态的法规包括基于欧盟 PDS2的《 付款服务法规 2017》（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2017，以下简称 PSR 2017）和《支付账户条例 2015》（Payment

Accounts Regulations 2015，以下简称 PAR 2015）。因此，截至目前，英国开放

银行仍遵循 PSD 2的条例规定。

（一）法律法规：三大标准及一个治理模式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1) 数据开发类型——数据标准

数据标准主要指的是数据的描述、记录的规则，也包括对于数据展现、格

式、定义以及结构的共识。OBWG将数据分为五类，分别为开放数据、客户交

易数据、客户参考数据、聚合数据、商业敏感数据，不同类型的数据所包含的

信息不尽相同，通过数据划分，对不同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匹配不同的数据共享

权限。

根据 OBWG的规定，第三方对银行数据的访问权限有两种：一种是读取权

限，即第三方可以读取银行提供的数据和文件，但不能进行修改。另一种是写

8 https://standards.openbanking.org.uk/

https://standards.openbanking.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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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权限，授予第三方修改或执行银行提供的数据和文件的权限。这两类权限均

需通过开放 API向第三方机构开放。

2) 技术规范——API标准

API标准是关于开放 API的设计、开发及维护的准则，主要涉及到架构的

风格、资源格式、版本控制等多个方面。

在架构风格方面， OBWG建议以 REST为架构，HTTP为传输协议。虽然

SOAP作为一种标准化的、成熟的 RPC协议已经被广泛采纳，然而，许多开发

人员在使用 SOAP的过程中，发现其存在不易使用和扩展的缺点。相较于 SOAP，

REST则更为轻便且容易操作，因此更适宜用于开放银行。

在资源格式方面，OBWG建议使用 JSON格式。在 REST架构风格下，存

在很多数据格式，包括 JSON和 XML等。JSON（Java Object Notation）是一种

基于 Java语言的轻量级数据交换格式，易于被计算机解析和生成，且易于被人

类读取和写入。且业界普遍更加青睐 JSON，因此 OBWG 建议开放银行采用

JSON为统一标准，以降低用户采用和参与的障碍。

此外，OBWG建议，开放银行 API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接口定义，如 URI、

请求、响应、HTTP方法和状态代码。同时，语义化版本等变更控制也需要被有

效管理起来，以确保开放银行 API的统一化与标准化。

在开放银行的 API实践方面， OBWG提出建立一个 API标准分层管理机

制，在一个稳定的核心标准之上，通过加强 API的可拓展性（extensibility）来

鼓励创新。处于底层的是核心 API标准，即常见业务领域内的 API标准，包括

一些共享资源，例如身份、核心账户信息、核心产品信息等。核心的更改会对

每一个 API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需要被谨慎管理，尽量降低变更的频率

（通常每半年一次较为适合）。在此基础上，可在顶层进行 API可拓展性延伸，

从而满足产品快速创新迭代的需求。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1) 数据隐私保护——安全标准

安全标准是指 API 规范的安全性，主要作用是保护消费者的数据安全。

OBWG在用户同意、身份认证、欺诈监控、用户授权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

 用户同意。为保障用户利益，银行与第三方共享数据的过程必须征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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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同意。用户需清楚了解的授权条件具体包括：向谁授权、第三方征得

授权以后的目的、授权持续的时间。

 身份认证。身份认证需要数据提供者和第三方共同合作，严格掌控验证

方法。并建议使用和 OAuth2.0、Open ID connect 相协同的身份认证协

议。

 欺诈监控。开放银行 API应支持带外管理（Out-of-band，简称“OOB”）

认证，以确保当发生变更情况（如收款人的改变）时，用户可以收到提

醒。未来也可以尝试建立一种在第三方 API返回消息中嵌入欺诈相关信

息（如 IP地址等）的机制。

 用户授权。为防范用户授权的恶意使用情况，建议：给予用户及数据提

供者撤销数据授权的选择；要求数据提供者设立一种可让用户阅览与取

消所有授权的机制；为授权划分风险等级；对授权的持续时间进行约束；

API连接和数据传输需加密，至少满足 TLSv1.2（传输层安全性协定 1.2）

的要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英国已经正式脱欧，但由于当时 GDPR制定后，

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将GDPR中的某些条款转换到本国立法中，英国2018年的《数

据保护法》中也涵盖了 GDPR要求各成员国增加或修订的条款。

2) 机构监督治理模式

为确保开放银行标准的落实和推进，OBWG呼吁采用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

来统筹全局，用于维护开放银行标准的有效运行，具体包含五条措施：

 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职责包含跟踪并监督开放银行标准的落实和部

署进程，处理客户纠纷，确保数据安全性，维护 API的可靠性与可拓展

性以及其他开放银行框架下提出的要求。

 赋予独立机构审查第三方的权力。独立机构可能会在未来选择授权其他

组织进行审查和/或认证，包括平台、行业协会或孵化器。这将减少独

立机构的的工作量并开放对 Open Banking API的访问权限。

 要求第三方机构持有保险。考虑到开放银行潜在的风险隐患，金融市场

行为监管局（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简称“FCA”）有责任指导

第三方机构购买相应的保险，并评估与之相对应的风险程度。

 创建事故处理机制。当用户遭遇 API相关事故之时，有权利联系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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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数据提供者来协商解决问题，如果逾期未处置，就可以启动下一事

故处理流程，交由独立机构处理。

 分阶段逐步引入治理模式。OBWG 并不要求一蹴而就建立一个完善的

治理模式，而是提倡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治理模式应遵循 PSD 2的要

求，但也不应仅限于此。另外，也需要考虑资金成本相关问题。

3) 业界竞争

OBWG希望通过开放银行的数据，鼓励金融技术创新，引导市场各方力量

积极参与，在金融科技公司和大银行之间形成有效竞争。目前英国对第三方的

监管主要集中在数据隐私及安全保护方面，在金融科技公司的牌照获取方面没

有过多限制。

3. 开放银行战略规划及进展

根据《标准框架》的规定，英国开放银行战略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2016年 Q4前）成立管理组织、并发布简化版数据标准和 Open API规范；

第二阶段（2017Q1前）完成低敏感数据的共享（如服务价格及条款、机构网点

信息等）；第三阶段（2018Q1前）完成只读模式的客户交易数据共享；第四阶

段（2019Q1前）完成读写模式数据部分的开放。

虽然英国开放银行项目实施未能按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但开放银行计

划在英国持续推动：截至 2020年 12月，英国共有 294个受监管的供应商包括

金融科技公司处于“开放银行”生态系统中，其中 102个通过“开放银行”应

用商店提供产品；目前超过 250万英国消费者和企业正在使用“开放银行”产

品来管理其财务、获得信贷并进行支付；API 调用量从 2018年的 6680 万增加

到 2020年的近 60亿。

2016年以来，开放银行实施实体（OBIE）在制定开放银行标准、提供运营

和技术服务以及在总体上支持开放银行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银行业贸易

机构 UK Finance正提议成立新的服务实体，以取代 OBIE，让金融科技公司“公

平地”为使用中央服务付费。2021 年 3 月，UK Finance 针对新服务实体的设立

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包括建议新实体提供一套满足开放银行生态系统需求的

服务能力，并帮助确保其稳定性和弹性；在独立主席的主持下完成由 OBIE 到

新实体的过渡，预计到 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过渡。



21

（二）行业自律

除宏观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之外，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及一些业界专

家也针对开放银行服务计划制定了一些行业自律性条例。2018年 11月，英国标

准协会发布《支持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指南（PAS201：2018）》

（Supporting fintechs in engaging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uide）9，以下简称《指

南》）。《指南》包括流程范围、术语和定义、合作筛选流程、合作筛选总体

要求、商业计划及市场定位、商业模式及团队建设、法律监管及商业经营、信

息安全和数据保护、技术 9个部分，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承担更多用

户信息的保护责任。

（三）案例：TrueLayer10

TrueLayer是一家为第三方企业的应用程序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提供 API

接口的金融科技公司，其主要产品为数据 API、支付 API 和 PayDirect API。

TrueLayer与网游、财富科技、交易银行、数字银行、个人财务、信用借贷等领

域的企业合作，为他们提供用户的账户信息数据或搭建定制化的支付环境，使

之能够将用户的财务数据、支付和银行服务经过 TrueLayer平台集成到其应用程

序中。

在许可证方面，TrueLayer 的数据访问（AISP）和支付访问（PISP）服务已

经获得了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FCA）的授权许可。在客户合作方面，

TrueLayer 已经和 Monzo、Starling Bank、巴克莱银行、苏格兰银行、Zopa、

ClearScore、Canopy、Plum、BitBond 等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在监管

方面，TrueLayer 受 FCA 监管，并遵循 PSR2017（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2017）和 EMR2011（Electronic Money Regulations 2011）的规定。

1. 三大 API平台

1) 数据（DATA）API

TrueLayer的数据 API让客户的应用程序连接到其用户的所有银行账户，使

9 https://www.en-standard.eu/pas-201-2018-supporting-fintechs-in-engaging-with-financial-institutions.-guide/
10 https://truelayer.com/

https://www.en-standard.eu/pas-201-2018-supporting-fintechs-in-engaging-with-financial-institutions.-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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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实现通过单个应用程序管理所有的资金。通过快速的账户和身份验证，帮

助企业根据银行记录的内容立即验证账户所有权和身份，加快其 KYC（Know

Your Customer）和 AML（Anti Money Laundering）流程；通过账户汇总，使应

用程序的用户可以从一个视图管理所有的账户；并让企业通过用户的实时财务

数据为用户提供有关资金管理的建议并推荐金融产品。

TrueLayer的数据 API平台仅获得对用户银行帐户的只读访问权限，能够访

问关联帐户的以下数据：

● 帐户：帐户持有人姓名，帐号，IBAN等。

● 信用卡：卡网络，后四位数字，卡上的姓名等。

● 交易：描述，金额，类别，商户名称

● 余额：当前余额等。

● 定期付款：常规订单和直接付款

数据 API在应用程序中的运行流程如下：

①应用程序获得用户的访问同意，用户同意将其银行账户连接到应用程序

中，并选择他们想要连接的银行。

②用户被从应用程序重定向到银行，对账户进行身份验证，并自动发送回

应用程序。

③账户连接后，TrueLayer将实时获取用户的身份、账户、交易和余额数据。

2) 支付（PAYMENTS） API

TrueLayer整合了那些支持付款发起（Payment Initiation）API的英国和欧盟

银行，向企业（客户）提供一个公共 API，使得用户能够在应用程序内进行付

款。通过即时银行付款，可节省用户的付款时间以及信用卡注册等费用；通过

提供无缝在线支付，减少结账时的欺诈行为和拒付率。

支付 API在应用程序中的运行流程如下：

①用户在应用程序内启用即时付款和提款，确认金额和要使用的银行，手

机自动重定向到银行内以确认付款。

②用户确认付款后，钱会立即添加到账户中，用户会收到确认。

③TrueLayer将用户重定向回应用程序中，付款的资金会立即显示在其账户

中。

3) PAYDIRECTAPI （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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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Layer 的 PayDirect API 在支付 API 的基础上支持对资金的一键提取，

可以帮助企业轻松验证帐户所有权，为用户提供即时付款服务，并直接在应用

程序中提取资金（无需再次通过银行）。该 API平台提供的付款业务没有银行

卡的消费上限，能够支持更高额的交易，并能通过账户验证防范欺诈，通过自

动执行付款流程降低运营成本。

PayDirect API在应用程序中的运行流程如下：

①用户在应用程序内启用即时付款或提款，确认金额和要使用的银行，手

机自动重定向到银行内以确认付款。

②用户确认付款后，钱会立即添加到账户中，用户会收到收据。TrueLayer

会向应用程序企业提供用户账户信息，使他们可以验证银行账户的所有权。

③TrueLayer将用户重定向回应用程序中，付款的资金会立即显示在其账户

中。

④用户可以一键提取资金，不需要再次通过银行或者再次登录，而是可以

直接在应用程序中提取。

2. API准则

在 API的架构、资源格式类型等技术规范上，TrueLayer 遵循《开放银行标

准框架》的规定，以 REST作为 API架构，HTTP为传输协议，并以 JSON为资

源格式。

TrueLayer 的产品通过通用的 RESTful API 在多个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应用

程序之间提供统一的接口，且使用 HTTPS传输数据。TrueLayer 会定期审核安

全设置，以确保其提供的证书是最新的，并强制对 API服务器的所有连接使用

HTTPS，以确保在从 TrueLayer 的服务器到企业客户的应用程序的传输过程中始

终对信息进行加密。TrueLayer鼓励客户使用相同的方法以确保用户信息从金融

机构到第三方应用程序始终是被加密保护的。

同时，TrueLayer的 API返回的所有响应均为 JSON格式，以 JSON编码。

3. 数据安全

1) 数据加密

TrueLayer的数据库服务器使用标准 AES 256位加密对帐户信息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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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一个多部分的加密密钥，一部分在客户端，一部分在 TrueLayer，还有一

部分由 TrueLayer代表客户存储在单独网络中。

加密的信息需要同时使用三个密钥才能被解密。旋转加密密钥，并在与数

据库和应用程序服务器分离的网络中管理密钥段。所有应用程序机密和密钥都

存储在具有有限访问权限的容错密钥管理群集中。主密钥保存在有空隙的安全

保险库中，以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性。

2) 用户数据隐私保护

TrueLayer的《最终用户条款（End-User Terms of Service）》明确说明了其

对于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且遵循《标准框架》的大部分规定。

在用户同意方面，当使用 TrueLayer 的账户信息服务（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AIS）或付款启动服务（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PIS）时，用户都

会被引导至同意页面，在用户确认同意并选择要连接的付款账户提供商

（Payment Account Provider）和银行账户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流程。

在身份认证方面，当用户确认同意并选择连接账户后，会被重定向到付款

账户提供商，并进行身份验证（可能包括两步验证，密码和生物特征凭证），

TrueLayer和第三方应用程序企业都无法随时查看或访问该验证信息，只有当付

款账户提供商确认身份验证后，TrueLayer才能访问账户信息或进行付款。并且，

用户需要至少每 90天重新进行身份验证，以更新 TrueLayer的访问权限。

三、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注重引导银行自主开放，同时以身作则，主动开放政府数据。

借助亚太地区开放的良好环境，市场快速发展，银行与生态层大型企业直接对

接，通过 API将触角深入生态层场景。和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不同，

新加坡没有专门出台监管政策和条例要求行业实施开放银行 API，其政府发挥

的是引导作用，倾向于开放银行的“有机发展”。

新加坡不强制银行开放，但若是企业选择开放，新加坡政府提供详细的识

别和开放 API的指南，还定义了支持这些 API的必要数据和信息标准。得益于

新加坡给本地银行与企业提供的良好生态与环境，新加坡业界看到了开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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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前景，并纷纷加入了其中。从具体应用层面来看，新加坡的许多银行已

与金融科技和开发商合作推出使用其公开 API的应用程序。例如，渣打银行推

出 The Good Life服务，该服务为新加坡客户提供商业生态系统，提供优惠，替

代支付方式和奖励积分选择。

从开放银行生态结构来看，新加坡政府强势主导中间层建设。其账户层提

供底层金融服务，当地著名银行 DBS、OCBC均参与此建设；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MAS）提供数据流通和技术支持，而在面对 C端客户的生态层，账户管理

公司、初创企业 Grab和 Foodpanda、电信巨头 Singtel均参与其中，和银行对接，

构建新加坡开放生态环境。

（一）法律法规

新加坡主要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里的金融科技与创新集团（the

FinTech & Innovation Group (FTIG)）负责实施开放银行计划。FTIG 负责技术和

创新的监管政策和发展战略，以更好地管理风险，提高效率并增强金融部门的

竞争力。FTIG 分为四个部门：支付开发和数据连接办公室（PDDC），负责开

发新加坡支付生态系统以及金融服务的跨境数据连接。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办公

室（FIO），负责监管政策和策略，以在云计算，大数据和分布式分类帐等领域

为金融部门开发安全有效的技术支持基础架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办公室

（FEO），审视了可能在金融行业中应用的尖端技术，并与该行业和相关方面

合作，对创新的新解决方案进行试验。人工智能开发办公室（AID），为新加

坡金融业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为全国范围的人工智能项目提供便利，并

在新加坡建立人工智能金融生态系统11。

2016年 11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与新加坡银行协会（ABS）合作，

发布了一份全面的路线图《金融即服务：API手册》12（“Finance-as-a-Service: API

Playbook”, 简称“API Playbook”）。该手册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在 API

选择、设计、使用环节给出相应指导，介绍了 API的治理、实现、用例和设计

11 MAS FTIG部门介绍

https://www.mas.gov.sg/who-we-are/Organisation-Structure/Fintech-and-Innovation
12 API Playbook下载 https://abs.org.sg/docs/library/abs-api-play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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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以及 400多个推荐 API和超过 5600个进程的列表，提出相应的数据和安

全标准建议，引导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实现数据共享。该手册主要从数据标准、

信息安全标准和数据治理机制角度，规划开放银行的发展与监管问题，也因此

确立了关于亚洲开放银行的监管建议。此外，开放的数据不仅限于账户数据、

交易数据，还有政府数据。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2013年，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数据共享规则，提供 60多个政府部门与机构约

8600笔资料的开放使用。推出 Sing Pass服务，作为新加坡政府网站的通行证。

随后，新加坡政府推出了 Smart Nation Singapore计划。该计划于 2014年完

成，旨在推动采用新的数字技术，从开放数据和支付开始第一次尝试。之后新

加坡政府积极推动了监管框架的建立。得益于政府政策主导，亚太地区总体形

成了良好的开放生态与环境，促使开放银行市场快速发展，银行与生态层大型

企业直接对接，通过开放争夺场景。

2016年发布的 API Playbook基于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

构的 5600多条既有流程，根据重要性筛选了 411个 API（对应 700多个业务流

程），跨越产品、市场、销售、服务、支付、监管价值链，并对每一个 API提

供了详细的功能说明。Playbook把 API参与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 API提供者，

即通过 API将数据共享出去的组织；第二类是 API消费者，即使用 API来访问

或发送数据的组织或个人；第三类是作为行业创新先锋的金融科技公司；第四

类是开发者社区，该类参与者从 API提供者和金融科技公司处获取与它们商业

需求相符的 API创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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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新加坡 API分类及标准

资料来源：API Playbook，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Playbook涵盖的标准包括三种：数据标准、API标准、安全标准。

数据标准对通过 API传输的数据（消息）语义、语法等进行了统一，为整

个开放银行行业提供一种通用的交流语言。数据标准支持数据元素的一致性，

提高可信赖度同时也降低了成本。Playbook 认为，应基于交换数据的类型、涉

及的行业、区域差异这三种不同的条件确定最终要采纳的数据标准。根据每个

API交换的数据元素，可以将数据分为财务数据、保险数据、健康数据、个人

资料、法规数据等。

API标准针对 API架构、开发与部署、授权、版本等方面做了统一规范，

以便于在整个行业内形成统一的 API设计语言，为开发人员提供快捷、简易的

使用体验。

安全标准主要被用于保护通过 API传输的信息，从而确保客户数据的隐私，

涵盖身份认证、授权、加密三块内容。Playbook 在这部分论述了 OAuth 2.0、

OpenID Connect、TLS v1.2等标准的使用方式。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1) 数据隐私保护

2020年 10月，新加坡通信和信息部（MCI）和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PDPC）

联合发布《个人数据保护法（修订）》，增加了严重不当处理个人数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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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了罚款上限，同时，政府也对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前获得个人同

意的要求引入了新的例外情况，提出组织可以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个人数据

用于下列目的：①改进运营效率和服务；②研发、改良产品或服务；③了解客

户。

2) 第三方权限和牌照

2018年 6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将向第三方公司授予五张数

字银行牌照。这些许可证中只有两个许可证将为获得批准的公司提供完全的银

行特权，这代表着进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数字经济之一的市场的入口。该消息

引发了当今全球顶级电子商务、金融和技术参与者的激烈竞争。

2019年，新加坡政府继续推动开放银行发展，发放虚拟银行牌照。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于 8月末开放虚拟银行执照供非银行企业申请，并将在 2020年中公

布成功申请者名单，成功申请者预计 2021年中开始营业。

2020 年 12 月，新加坡宣布获得虚拟银行牌照的成功申请者名单13。获得

Digital Full Bank(DFB)的有 Singtel & Grab和 Sea Limited，获得 Digital wholesale

bank的有 Ant Financial，以及由绿地金融控股（Greenland Financial Holdings）、

Linklogis 香港有限公司（Linklogis Hong Kong）和北京合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Beijing Co-operativ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组成的财

团。MAS预计新的开放银行将从 2022年开始运营。对蚂蚁集团而言，新加坡

牌照意味着其海外扩张的新机会，使用支付宝的新加坡商人可能是蚂蚁集团的

数字银行服务的潜在客户。

3. 国际合作

除自身发展之外，MAS 还注重国际合作。其与国际清算银行(BIS)的

Innovation Hub进行了金融科技相关的系列合作。新加坡的 BIS Innovation Hub

成立于 2019年。其目前的项目重点领域是 Suptech、Regtech、中央银行数字货

币(CBDC)和下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相关的开发。在 Suptech和 Regtech

方面，新加坡积极参与，其参与的 G20 TechSprint是 BIS Innovation Hub和沙特

G20轮值主席国的一项联合倡议，旨在展示新的创新技术解决如何遵从法规和

13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0/mas-announces-successful-applicants-of-licences-to-op
erate-new-digital-banks-in-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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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领域运营问题的能力和潜力。在 Regtech方面，新加坡 Innovation Hub成立

监管报告平台：即一个开源的概念验证和原型，将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

具来进行实时数据分析，使用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对市场参与者进行风险评估。

同时，新加坡也探索创建国际结算平台，中央银行将在该平台上发行多个

批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然后，受监管的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将使用该平台

作为通用结算基础架构，使参与者能够购买、交换、交易和赎回这些不同的中

央银行数字货币。

数字基础架构（FDI）是下一代全球公共数字基础架构的蓝图，该基础架构

探索了如何使数字标识、支付和数据共享可以跨边界开放、互连和可用。FDI

的第一个应用领域将是跨境支付。

（二）案例：APIX

得益于亚太地区政府的大力推动，新加坡形成了良好的开放生态与环境，

促使开放银行市场快速发展。银行与生态层大型企业直接对接，通过开放 API

将自身触角延伸到各个垂直行业的场景中。为生态层场景合作方提供必要的金

融资源和服务，提高合作方获客以及客户留存能力。同时，更为方便的获取客

户在生态层的行为数据，从而提高自身产品服务、风控等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也参与到开放银行生态圈层中，甚至引导建立

了供参与各方互动和交流的平台。AFIN14是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世

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和东盟银行家协会（ASEAN Bankers

Association）联合成立的非营利性实体。AFIN创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开放架构的

API市场和沙盒平台 APIX，意在促进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支

持金融创新。在这个平台上，金融机构（FI）和金融科技公司可以轻松高效地

识别对方并建立联系。APIX的沙盒可以让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协同设计实

验，以在不同情况下验证数字解决方案。APIX促进了金融机构对 API的采用，

并使它们能够将新的数字解决方案快速部署到东盟和世界其他金融服务不足的

地区。MAS还与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SFA）合作，在 APIX上为MAS的科技

合作公司及外包公司建立一个新的数字自我评估框架和 TRM指南。通过 APIX，

14 https://apixplat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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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将更好的和金融科技发达地区进行对话，吸收先进的技术，促进外国对

本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同时也可以帮助本国有实力的金融公司向外发展，更

好地解决本国相关科技人才不足的难题。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APIX 和瑞典金融科技枢纽 Findec前不久发起的合作。

Findec-Fintech＆Decentralized 是瑞典的金融技术中心，与来自丹麦，芬兰，挪

威和冰岛的其他金融科技中心一同构成了北欧金融科技联盟，其使命是联系金

融技术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通过相关知识分享和协作来支持会员，帮助

会员公司更好地发展，从而促进瑞典的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成功案例。通过建

立伙伴关系，Findec和 APIX将在支持两个地区金融普惠性发展方面相互合作。

通过分享市场知识和见解，促进瑞典地区以及亚洲金融科技枢纽之间的更大整

合。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国家付款公司（NPCI）和 APIX的合作。通过合作，NPCI

将与 APIX 网络中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建立联系，以加快其数字化程

度和产品开发进程。NPCI还将寻求全年在 APIX平台上进行多次“黑客松”，

在 APIX平台上确定具有开创性的 FinTech解决方案，以帮助 NPCI扩大数字支

付相关应用在印度的推广。这一合作将加强新加坡和印度之间的金融科技合作，

带动两国共同发展。

四、中国香港

（一）法律法规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2018年 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式发布《香港银行业开放 API框架咨询文

件》（Consultation Paper on Open API Framework for the Hong Kong Banking

Sector-HKMA），同年 7 月，发布《香港银行业开放 API 框架》（Open API

Framework for the Hong Kong Banking Sector）。框架文件将 API 划分为 4个类

型，包括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细节 API、产品和服务订阅与申请 API、账户信息

API、交易 API。香港金融管理局开放 API的目的，是要为香港银行业创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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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受监管的、高效的金融运营环境，并且会继续与第三方服务供应商（TSP）

共同合作，提升客户体验，创新银行服务，与国际先进银行业发展进程保持一

致。

2018年 7月，香港金管局提出了 4项开放银行支持措施，以保障后续开放

银行的顺利推进：一是设立中央资料库，具体指在香港科技园的数据工作室建

立中央资料库，记录香港境内所有银行的 API。二是公开信息，金管局要求各

商业银行在网站上公示所有 API的功能、架构、安全性等详细说明。三是要公

布第三方 API使用说明，商业银行须提供示例代码和沙盒，帮助第三方更好地

使用 API。四是要积极开展以开放银行为主题的相关研讨会和竞赛。

从具体的实施计划上看，香港采取的是分阶段、分步骤推进银行业务开放

的模式，共分四个阶段。

2019年 1 月开始第一阶段，主要开放银行产品及服务资讯，开放 API 的数

据类型主要包括汇率资讯、存款利率及贷款产品比较等，共 20家商业银行参与

其中，提供开放 API 超过 500个。2019 年 10月开始第二阶段，主要开放信用卡

和贷款申请等内容，香港金管局在第二阶段的规划中提到，银行在与第三方服

务供应商（TSP）进行开放 API 合作时，首先要对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进行审查，

其次要保持对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监管，并与之建立双边合同关系。第三、四

阶段的开放 API 流程涉及对用户资料和金融交易流程的详细读取，金管局计划

结合前期商业银行的反馈和国际经验，再对 API 的开放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表 4：香港银行业开放进度安排

阶段
开放API的类型/说

明
例子 推出时间 实施进度

第一阶段

产品和服务细节

API（查阅银行产品

和服务资料）

存款利率、信用卡优

惠、收费等公开资料
2019年 1月

共 20家商业银行参

与其中，提供开放

API超过 500个

第二阶段

产品和服务订阅与

申请 API（接受银

行产品申请）

申请信用卡、贷款产

品等
2019年 10月

已开放信用卡和贷

款申请等内容

第三阶段 账户信息 API（读 账户结余、信用卡结 — 官方暂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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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或更改账户咨

询）

欠、账户交易记录等

第四阶段 交易 API 付款及转账 — 官方暂未公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地区极其重视数据隐私保护。早在 1996年，香港

就成立了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公署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ong Kong)，目的是为确保在香港的各界遵从 1996年 12月 20 日正式生效

的《香港法例》第 486 章《个人资料(隐私)条例》。2019 年 4 月，香港金融管

理局（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公会合办了关于《数码时代个人资料的使用》演讲，

超过 270名银行从业员、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以及金管局职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在金融科技业务的开发时，供应商应该

对隐私数据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以识别及妥善处理资料处理流程中的潜在数

据泄露风险。并且，除了执法机构外，问责与数据伦理道德是数据泄露挑战的

重要解决方案。面对商业模式及科技发展与相关的立法和监管改革，以及大众

用户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期望，道德问责框架、数据伦理道德和数据管理的

概念有利于金融科技的应用。

根据香港金管局规定，商业银行需要根据开放 API 规范制定数据标准。在

《香港银行业开放 API 框架第二阶段共同基准》（Open API Framework for the

Hong Kong Banking SectorPhase II Common Baseline）中，香港金管局提到，第三

方服务供应商（TSP）需要提供合理充分的文件与信息，向银行证明收集客户的

个人数据是公平和透明的。并且，要将不同用途的数据库分开，确保数据库的

保密性和完整性，定期进行安全检测。而商业银行需要对 TSP进行以下评估：

①应用程序、系统或网络中是否有已知漏洞以及数据外泄的情况；②过去

两年是否发生过与 TSP的相关应用和系统有关的信息安全事件；③TSP需要说明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何种预防措施，以及是否在系统中使用了不支持的软

件等。

（二）案例：JE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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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通宝有限公司（Joint Electronic Teller Services Limited）缩写为 JETCO，

简称“银通公司”，由香港的中国银行（香港）、东亚银行、浙江第一银行（现

为华侨永亨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永隆银行（现为招商永隆银行）五家银行

于 1982年联合成立。

银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和推广自动柜员机网络服务，业务覆盖香港和

澳门，目前有超过 3000台自动柜员机使用银通公司旗下的自动柜员机网络。

2018年 7 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银行业开放 API 框架》，强调了

开放 API 对智慧银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银通公司在 2019年 1月

正式推出香港首个开放 API 交换平台 JETCO APIX，将多个银行的 API 集合在一个

平台上，让第三方可以更便捷地通过 API 平台与多个银行无缝连接，互相交换

产品和服务，促进银行和非银部门在安全和标准化的环境中合作，以共同创造

新的产品和服务。

JETCOAPIX不仅可以提供各种类别的 API，还能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解

决方案。例如，作为香港最大的饮食资讯服务平台，OpenRice 需要提供预售餐

饮券服务，如果单独与各银行开放支付接口，工作量会非常大。但是，银通公

司的 JETCO APIX 为 OpenRice 提供了可以和多个银行系统整合的 API 解决方

案，提升了 OpenRice的营运效率。

除此之外，JETCOAPIX还在金融资讯整合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经络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及美联集团有限公司组

成的联营公司，主营按揭贷款中介业务，在按揭贷款信息共享上，经络集团联

合 JETCOAPIX，推出首个 API按揭贷款信息平台，整合了 18家银行最新的按

揭贷款信息和服务。

在香港开放 API的第一阶段。经络集团通过和 JETCOAPIX 的合作，客户

可以在经络网站上，一站式查阅各大银行的按揭资讯，并进行比较。客户可以

实时对比交易价格，银行也可以利用平台进行透明化的产品优化开发，提高自

身的竞争力。JETCOAPIX 和经络集团合作的下一阶段计划为通过开放 API 使

客户能够直接在经络网站申请按揭贷款。通过 JETCOAPIX 和经络集团合作开

发的平台，用户只需填写一次资料，就可以同时向多所银行申请按揭贷款，降

低重复填写不同申请表格的时间，简化申请贷款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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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JETCOAPIX提供 14家银行的 540多个 API，涵盖了存款、外汇、

贷款、投资、保险等产品和服务信息，这些 API在香港金融和银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银通公司的 CIO 表示，人工智能、云计算和 5G网

络会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提升客户服务。特别地，人工智能和自然语

言充分赋能金融业，无论是自动聊天机器人还是完全自动化的贷款审批，客户

会有完全不同的金融服务体验，5G可以提升带宽和处理速度、缩短银行业务的

处理周期、推动金融产品创新。而银通公司也逐渐从一个纯粹的 ATM交换服务

提供商转型为金融科技公司，为银行以及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各类金融科技解决

方案。

五、美国

总的来说，美国暂未针对开放银行的具体细节和标准出台法案，只发布了

几次指导性意见，以赋予市场更多自我探索的空间。

（一）法律法规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美国较为注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了利于创新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

2019年 2月，美国签署了 AI倡议，而后陆续发布 AI战略、技术标准报告、管

理原则等各项指导性文件，以促进人工智能研发，清除创新障碍。2020年 3月，

美国白宫正式发布《国家 5G 安全战略》（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5G），推

动私营部门来主导 5G网络在全国的推广并简化政府审批 5G基础设施部署的流

程，12月 15日，美国国防部发布《5G技术实施方案》（5G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lan），描述了国防部 5G战略的实施细节。此外，美国还建立了政府与民营并

行建设的支付清算体系，包含 FEDWIRE 和 CHIPS 两大主要大额支付系统和

ACH等小额支付清算系统，并具备“双极多头”的征信监管系统，使联邦监管

与市场监管结合；对于账户体系，美国在 KYC和反洗钱等领域已经有了庞大的

监管范畴和完善的监管手段，在联邦颁布的多部涉及银行账户管理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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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各州设有自己的监管法规，以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交易和合法权益，

提高反洗钱、反恐融资控制架构的稳健性。

在数据开放层面，最为代表性的条例为“一个法案”和“九条指南”。2010

年，美国通过了“多德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其中第 1033条明确规定客户或客户的授权机构有权

获得金融机构中客户的金融交易数据。同时，该法案还规定新成立的消费者金

融保护局（CFPB）应保护客户共享财务数据的权利，并要求加强消费和投资者

保护，适当扩大美联储监管职责，由其负责监管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

金融机构。

2017年 10月 18日，CFPB发布九条金融数据共享指南（Consumer Protection

Principles: Consumer-Authorized Financial Data Sharing and Aggregation），包括

支付数据访问、数据使用、消费者知情权、数据使用授权费用等信息，详细介

绍了数据使用的安全性、透明度、准确性问题和问责机制等，并表明消费者利

益是绝对优先事项。其目的是在消费者的授权下实现金融数据共享，鼓励金融

创新，加强金融市场竞争，引导消费者更好地控制金融行为。

具体而言，在前期授权同意层面，消费者不应当是被强迫的，相关授权使

用条款应保持公开透明，包括获取频率、数据范围和保存期限等，以让消费者

有充分了解。同时，消费者也应能较为方便地中止数据授权，并有权要求被授

权的服务商删除个人可识别信息。

在数据获取方面，CFPB规定相关数据应以能直接被消费者或第三方使用的

形式呈现。在数据被授权使用期间，消费者应能对相关机构的身份进行安全验

证，并了解被获取的数据、数据获取的频率等。

而后，相关机构应在储存和传输过程中对消费者数据提供安全防护措施，

消费者可以对未经授权的数据共享行为提出异议。

2018年 7月，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建议 CFPB能够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

让消费者授权的第三方（包括数据聚合器和金融技术提供商）访问金融账户和

交易数据。此外，财政部还希望让企业从屏幕抓取转向更安全的数据访问方法，

但表示解决方案应该由私营部门开发。直到现在，美国对数据开放相关技术的

使用仍没有统一的标准，金融科技公司在申请数据开放时需与金融机构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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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设定责任条款。虽然这意味着市场的灵活度较高，但不仅需要付出额

外成本，并且由于数据源归属于另一方，金融科技公司在合作中也可能处于劣

势。2015年，摩根大通 JP Morgan和第一资本 Capital One 就因为在用户数据安

全方面和Mint产生分歧，一度中断数据的提供。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对于金融机构经营牌照问题，2016年底，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发布了

《探讨向金融科技公司发放特殊目的国家银行牌照》文件（Exploring Special

Purpose National Bank Charters for Fintech Companies），2017年 3月中旬，OCC

发布了向金融科技企业发放许可牌照的草案，草案全称《金融科技企业申请评

估 章 程 》 （ Considering Charter Applications From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2018年 7月，OCC开始接收该类牌照的申请，正式落实了这一

计划。OCC指出，符合资格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继续申请全服务条线的国家

银行牌照和其他特殊目的银行牌照，如信托银行和信用卡银行等。但一方面，

此次牌照发放主要针对转账和贷款等业务，并不涉及存款，金融科技公司无法

享受到央行清算系统和 FDIC存款保险带来的好处，申请意愿较低。另一方面，

关于 OCC是否有资格发放牌照问题也存在争议，2019 年 10 月 22日，一位名

为 VictorMarrero的联邦法官表示，按照美国《国家银行法》规定，只有接受存

款的公司才能获得国家银行牌照，因此判决 OCC无权向非银行机构颁发特殊国

家银行/金融科技牌照。对此，OCC发言人明确表示不认同法院裁决及其对《国

家银行法》授予 OCC权力的解释，并计划对该裁决提出上诉。

在数据隐私监管方面，1999 年美国便出台了针对金融数据保护的格雷姆-

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规定了金融机构处理个人私密信息

的方式。2017年 3月，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部通过了针对金融机构的网络安全

法规 23 NYCRR 500。由于纽约州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大量的金融机

构将总部设立于此，因此该法规事实上成为美国金融业的“网络安全法”。该

法规规定金融机构应通过任命首席信息安全官、制定网络安全计划及采用网络

安全策略等方式保护数据安全，并定期评估所面临的可能危害自身网络安全和

非公开信息安全的风险，其中非公开信息特指：①如不当披露，可能对实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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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大不利影响”的商业信息；②个人信息如名字，或与社保号码、驾驶证

号码、金融帐号、金融帐号密码或生物识别信息相结合的标识符；③某些健康

信息。

2018年 6月 28日，《加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CCPA）问世，并被认

为是美国“最贵”的数据法案。该法案对个人信息的界定较为严苛，能识别、

描述与特定消费者或其家庭相关的数据，如姓名、邮编、网址、邮箱、生物、

商业、教育信息和地理位置等，甚至家庭、身份关联的和设备的信息都属于该

法案界定的个人信息范围。企业必须进行信息披露以满足消费者对其个人数据

用途的知情权，个人有权了解公司搜集和出售了自己的哪些信息，可要求删除

自己的信息。并可要求企业不能将其个人信息出售给第三方。在处罚力度上，

法案设计了 100-750美元的单个消费者赔偿和不超过 7,500美元的民事处罚。

（二）行业自律

基于美国政策监管的灵活性，当前美国的金融业自身也处于对开放银行的

探索之中。2018年 3月，自律性监管组织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发布的

《投资者警示》（Investor Alert）除了对数据聚合风险的提醒，也指出 API在开

放数据方面提供了相较屏幕抓取来说更为安全的选择。另外，Financial data

exchange（FDX）平台主要为公司层面的客户提供开放银行数据接入的解决方

案，也逐渐提升了自身在美国开放银行环境的影响力。该平台实行会员制，加

入成本较高，会费根据客户收入水平制定。旗下最新产品为 FDXAPI 4.2 框架，

主要包括

 金融数据分享准则

 身份识别与授权准则

 用户使用准则与协议

当前，该平台的客户总市值已经超过 20亿美元，包括需要金融科技的新兴

公司，主流金融机构等。因此，该平台所制定的 API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开放银行未来 API的普适行业规则。

（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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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dlee15

Yodlee成立于 1999年，一开始为美国运通、富达投资等大型金融机构提供

数字化技术，比如电子支付账单转换、直接存款、借记卡交易和 PayPal交易等。

后期开始从事开放银行业务，目前在数据聚合和数据分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从主营业务来看，Yodlee作为银行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桥梁，首先从银行

收集、提炼和聚合大量客户数据，再将这些数据以 API 接口的方式提供给金融

科技公司和第三方理财公司进行金融创新，进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无缝衔

接式的金融服务体验。平台业务主要以 B2B模式运行，并服务于两大客户群体：

金融机构和金融技术创新者。其中，对金融机构主要提供开放式 API及直接面

向最终用户的应用程序（FinApps）如财富管理、信用卡、支付等，对技术创新

者则主要提供开放式 API和平台环境，使其在一些垂直领域构建解决方案，面

向中小企业等提供资金流通、个性化财务管理及规划与咨询服务。

图 4：Yodlee平台示意图

资料来源：Yodlee官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Yodlee 的核心 API 产品主要包括数据聚合、账户验证等。一是数据聚合

API。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算法识别商户交易数据，并将其分门别类，从而

为上层商业生态系统内的第三方公司提供精确、清晰、标准化和易于使用的交

易数据源。二是账户验证 API。以往银行账户验证过程需要花费数天时间，甚

至需要客户核实银行账户中的小额存款以验证账户，而 Yodlee 的账户验证

API将此过程缩短至秒级，客户只需要输入网上银行凭证即可实时验证账户内

15 https://www.yodlee.com



39

余额。此外，Yodlee 还提供了功能型 API（包括费用和收入 API，即对用户交

易数据的分类汇总）及整体方案型 API（包括未来现金流预测 API、财务分析

API等）。

Yodlee在数据聚合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平台拥有全球各地

21000多个数据源，涵盖了银行信贷、投资及其他金融账户数据，通过清洗、分

类和汇总后保证了数据的可用性和规范性，方便使用者查询访问。②经过二十

多年的运营，平台掌握了强大的开发工具，配备了专业化的人员团队，能够基

于聚合的大量数据对相关 API进行调整和调用，并轻松集成、构建和扩展需要

的技术解决方案。③Yodlee 官方称自己已经通过了美国联邦银行机构的审核，

并会在出售财务数据前将任何有关个人信息的数据清除，还对调用平台 API的

第三方科技公司设立了技术安全评估体系，确保能在整个流程中保障消费者的

数据隐私安全。

如今，Yodlee已逐步成为一个连接众多银行及金融科技公司 API 的第三方

开放银行平台，并已通过银行获取了数十亿条信用卡交易记录。全球超过 1400

家公司，包括美国前 20大银行中的 15家，都依靠 Yodlee为数百万消费者提供

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提升客户留存、参与度以及增加收入。例如，个人财富

管理公司 Personal Capital 使用 Yodlee 的 API 平台让用户可以集中在一个应

用程序内管理自己在各个银行存储的资金。SnapCheck 是一家从事电子支票支

付业务的公司，在调用了 Yodlee 的 API 之后，用户可授权在线填写支票，并

且不再需要人工下载银行对账单，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人力和时间。Yodlle 还为

productFY平台提供了汇总数据，从而使其能够对外输出账户快速验证、消费者

检测、清结算、卡发行等一系列技术服务，特别是节省了初创的金融科技公司

的时间和精力，助其专注于自身的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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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Yodlee对账户层和生态层的连接

资料来源：Yodlee官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近年来 Yodlee平台的市场渗透度不断提升，付费用户数呈现出稳定增长的

态势，从 2017年的 2240万增加至 2019年的 2500万。在营收方面，Yodlee 以

订阅模式为主，2019 年订阅收入同比增长 8.98%，在总体收入中的占比约为

90%，但利润仍未转正，具有一定改善空间。

2. Finicity16

Finicity 成立于 2000年，最初为家庭提供电子预算工具，帮助人们更好地

管理自己的财务，而后将业务拓展至数据聚合领域，建立了实时的金融数据聚

合与分析平台，并与 100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 Chase, Wells Fargo, Capital One,

CitiBank, Fidelity, JP Morgan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20年 11月 16日，经美

国司法部正式批准，Finicity被万事达以 8.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Finicity 是 FDX 的董事会成员，对数据共享的标准、责任框架等具有很好

的理解和把握，并建立了一整套安全防护体系，目前已经通过 SOC2 TYPE2隐

私认证，在漏洞的测试、修复、病毒和恶意软件的防护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能

力。

在内部防护上，平台对全时段的数据传输进行 SSL/TLS加密，以 AES256bit

16 https://www.fini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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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存储数据，并在备份系统中添加了其他加密层。此外，在账户安全性上，

所有服务都需要多因素身份验证或单点登录验证，并且用户名和密码输入错误

的次数达到指定次数后将直接阻止对账户的访问。

在外部和系统整体防护上，平台将深度防御与Web应用程序防火墙结合使

用，限制了可公开访问的服务器（包括无线网络和系统组件）之间的连接，可

防御 OWASP Top10、DDoS攻击，还另采用了机器学习技术以识别和自动阻止

存在隐患的网络和系统活动。此外，所有系统和程序也将接受第三方安全专家

的定期审核，系统将会定期更新完善。

Finicity所做的不仅是数据的汇总与分类，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些行业解

决方案如评分、用户验证和现金流分析。平台在应用端主要发展了三大业务板

块：信贷、财务管理和支付服务，目前的合作案例更多集中于信贷业务。

对于信贷业务，Finicity可以向贷款机构提供借款人的实时数据（包括交易

账单、工资单、账户存款等）并进行资产、职业、收入、现金流等信息的汇总

与分析。如与传统征信公司 Experian合作推出的 Experian Boost、联合 FICO推

出的 UltraFICO评分等就区别于依赖信用记录的传统评分体系，基于 Finicity汇

总的财务数据，包括用户水、电、煤气及移动电话的缴费记录等进行信用评估。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与信贷公司 TomoCredit的合作，在用户许可下，Tomocredit

能够通过 Finicity访问他们的财务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用审查和风险评估，

通过审核批准，申请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获得一张 TomoMaterCard。而后，

在用户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将会进一步建立信用记录，从而助其获得汽车贷

款、抵押贷款及小微企业贷款等更多服务。截至今年 3月份，TomoCredit已经

预先通过了超过 30万名申请者的审批，预计年底将发放 50万张信用卡，这其

中包括了许多信用记录缺乏的年轻一代消费者。目前，TomoCredit违约率低于

0.1%，远低于行业 3%的平均违约率。

在（财务）管理板块，Finicity可以提供用户过去 2年的账户信息、交易数

据及过去 1个月的银行账单；在支付板块，Finicity将会提供关于账户所有者、

余额的实时信息以促进支付的效率和安全。如 2021年起 Finicity就成为了美国

ACH支付网络监管者 NACHA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账户验证服务，以减少支

付过程的欺诈风险，提高交易付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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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监管现状及国际启示

一、中国监管现状

（一）法律法规

中国开放银行的早期关注度不高，此前具体的指导意见较少。2020年 2月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JR/T 0185

—2020），在技术上迈出开放银行监管的第一步，政策的出台为开放银行的发

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表 5：国内相关政策一览表

时间 事件/政策 主要内容 核心主题

2005.11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发布
金融机构可通过签订书面协议进

行电子银行业务数据交换及转移
商业银行

2016.03 十三五规划 提出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开放理念

2016.04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发布

金融机构不得依托互联网嵌套开

展资产管理业务；防止关联交易
互联网金融

2016.07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

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督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商业银行应主动转型，在合规安全

基础上逐步开放服务接口
商业银行

2017.06 《网络安全法》颁布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用户信息安全
数据治理

2017.12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获批发布

个人信息收集、保存、使用等的规

范
数据治理

2018.05
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

数据治理指引》

对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架构、数据管

理、数据质量控制等提出要求
数据治理

2019.06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 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新兴金融科技 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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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布《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报告（2018）》

公司合作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便

利度和可得性

2019.0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

（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

深化金融科技对外合作，打破服务

门槛和壁垒，拓宽生态边界
金融科技

2019.1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

会议

加强金融数据治理，加快推动涉企

信息的安全共享
数据治理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开放

银行发展研究报告（2019）》

总结开放银行发展现状，探讨发展

方向
开放银行

2020.0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应

用接口安全管理规范》

规定了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的

类型与安全级别、安全设计、安全

部署等安全技术与安全保障要求

数据治理

开放银行

2020.1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实施办法》发布

银行、支付机构应当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处理消费者金融信息时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消费者保护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1. 支持与引导性政策

首先，国家从宏观层面对开放银行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如中国银保监会在

2016年就指出，商业银行应主动转型，建立开放、高效的新一代银行系统，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也提到要“借

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

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其次，国家出台 API安全管理标准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商业

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JR/T 0185—2020）金融行业标准由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根据标准，API 按照应用集成方式，分为服务端对服务端集成方

式与移动终端对服务端集成方式两种。同时，标准还在平衡服务快速响应与金

融信息保护能力基础上，详细规定了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API）的类型与安

全级别、安全设计、安全部署、安全集成、安全运维、服务终止与系统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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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等安全技术与安全保障要求。总体而言，管理规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

六点：

一是安全设计的要求，包括身份安全认证、接口交互安全等接口安全设计，

以及授权管理、攻击防护、安全监控、密钥管理等服务安全设计。

二是网络安全部署的内容，包括商业银行与应用方应遵循商业银行应用程

序接口网络部署逻辑结构示意图，进行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的安全部署。商

业银行与应用方都应在互联网边界部署如防火墙、IDS/IPS,DDoS防护等具备访

问控制、入侵防范相关安全防护能力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三是系统安全集成的要素，包括应用方准入、身份核验等应用方审核，身

份认证、安全传输等接入安全控制，用户身份认证、权限控制、数据安全、应

用方安全能力、应用方接口集成等安全运行。

四是系统安全运维的机制，包括运维监测、异常监测等安全监测，服务风

险控制、交易流程控制、交易风险监控等风险控制。

五是服务终止与系统下线的管理，包括提前告知、注销申请、数据归档、

数据删除（销毁）、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事项的协商和确责。

六是接口安全管理体系的保障，包括管理制度、应用安全责任、安全审计

等要求。

此外，标准还对相关参与方的作用进行了规定。标准指出，商业银行应用

程序接口服务的主要参与方有用户、应用方及商业银行，并界定了各方扮演的

角色及承担的责任。用户发起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应用请求，并接收应用方

和商业银行返回的处理结果。应用方负责接收并处理用户请求，通过应用程序

接口向商业银行提交相关请求、接收返还结果，依照流程进行服务请求处理或

反馈用户。 商业银行通过 API直接连接或用 SDK间接连接的方式向应用方和

用户提供应用程序接口服务，实现商业银行服务的对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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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逻辑结构图

资料来源：《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整理

最后，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也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2020

年 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我国新建 5G基站超 60万个，

全部已开通 5G基站超过 71.8万个，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建共享 5G基站

超 33 万个，5G网络已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及重点县市。与此同时，API 技

术成为机构互联互通的基础技术。与“银企直连”等服务模式不同的是，开放

API技术抛弃了 USB KEY等重硬件模式，将金融服务以开发组件（SDK）、“小

程序”等方式植入第三方应用，更适合中小型开发者和互联网机构。

2. 监督与限制性政策

尽管开放银行的相关指导性规范较少，但其业务的发展必须在现行法律法

规框架内，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安全、金融数

据治疗、银行业、征信业规范以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相关规范。

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在用户信息保护方面做出了规定。《网络安全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

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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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信部也将推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共

计 22条，以知情同意和最小必要两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为纲，要求从事

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告知用户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由用户在充分支持的前提下做出自愿、明确的意思表示。另外，从事 App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还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控制，并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不得从事

超出用户同意范围或者与服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第二，国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以及数据交换权限也提出了相应的

监管要求。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包括总则、数据治理架构、数据管理、

数据质量控制、数据价值实现、监督管理和附则等七章，共五十五条。明确了

五个方面：数据治理架构、数据管理的要求、数据质量控制的要求、全面实现

数据价值的要求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和监管措施。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要求：在数据传输、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方面，

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或管理的需要，可以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交换或转

移部分电子银行业务数据且应签订数据交换（转移）用途与范围明确、管理职

责清晰的书面协议，并明确各方的数据保密责任。金融机构向对方转移部分电

子银行业务数据应事先确保电子银行业务数据安全并被恰当使用，因业务合作

需转移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的应签订书面保密合同、指定专人监督及建立对数据

接收方的定期检查制度。金融机构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网上支付平台时应严

格审查合作对象并签订书面合作协议，建立监督机制。数据接收机构未经转出

机构允许不得将有关电子银行业务数据向第三方转移。在业务外包管理方面，

金融机构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提供商前应充分审查、评估其经营财务状

况及风控和责任承担能力，进行必要尽调、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

确权利义务及对方的保密责任，并建立完整业务外包风险评估与检测程序。

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电子银行客户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1]86

号）对电子资金转移与支付业务进行了规定，重点内容如下：商业银行对电子

资金转移与支付业务应明确统一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部门；加强电子资金转移

和支付环节的身份识别管理，扣划资金原则上由账户所在银行完成相应安全认

证，对于由第三方机构安全认证的该业务，至少首笔业务由所在银行验证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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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约定权利义务，根据业务类型和安全认证方式采取差异化风险控制策略；加

强客户信息安全的内控与管理，未经授权不得直接或间接将客户名称、证件类

型及证件号码、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号码、通信地址及其他客户敏感信息提供

给第三方机构；加强对合作商户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方准入管理，与之明确约

定相关商户、商品及资金用途等信息共享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防范套现、欺诈

等风险；做好相关系统日常运维；加强相关风险提示与公众知识普及。

第三，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及机构的资质与业务做出了规定。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6 〕21 号）要

求：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方面，金融机构不得依托互

联网通过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嵌套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同一集团内取得多项金

融业务资质的，不得违反关联交易等相关业务规范。按照与传统金融企业一致

的监管规则，要求集团建立‘防火墙’制度，遵循关联交易等方面的监管规定，

切实防范风险交叉传染。”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国内第三方支付行业实施正式的监管。

《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需要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但只是

按照支付机构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准入条件。

最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对行业业务竞争与

消费者保护进行了规定。《办法》要求建立全流程管控机制，全流程管控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一）事前审查机制。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实行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前审查，及时发现并更正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中可能损害金融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有效督办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意见。（二）

事中管控机制。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履行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营销宣传中须遵循

的基本程序和标准，加强对营销宣传行为的监测与管控。（三）事后监督机制。

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做好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售后管理，及时调整存在问题或者

隐患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规则。

《办法》还要求银行、支付机构处理消费者金融信息时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经金融消费者或者其监护人明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消费者金融信息，不得采取

不正当方式收集消费者金融信息，不得变相强制收集消费者金融信息。银行、

支付机构不得以金融消费者不同意处理其金融信息为由拒绝提供金融产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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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但处理其金融信息属于提供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二）行业自律

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业内也组成自律性组织并颁布自律性条例，以此

促进开放银行的发展17。浦发银行、太保集团、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江苏银行、苏州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华安证券、上海农商行、国元证

券、江苏苏宁银行等横跨银证保三个业态的12家机构签署了开放金融联盟协议，

旨在聚合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态，通过成员间业务共享、科技赋能、生

态共建等深度合作。在开放金融联盟第一届成员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上，浦发银

行表示开放金融联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而建立的，联盟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往

来、深化合作，加快推进各项工作扎实落地，一是要加强创新能力共享，发挥

联盟平台的“连接器”作用；二是要打造数字技术竞争力，体现“金融+科技”

的叠加放大效应；三是要推动行业协同治理，积极参与监管沙箱试点，探索构

建开放金融标准体系，保障开放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三）案例：Gamma O

根据前瞻研究院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18，国内越来越多的领先银行与金融科

技公司也渐渐开始探索开放银行模式，中国的开放银行以功能开放为主，是市

场驱动银行的自发行为，也是银行面对新的发展形势、积极开拓市场的有力探

索，但监管上仍处于标准制定阶段。与英国、欧盟等一些开放银行先行者相比，

国内的开放银行实践还存在一些不足，集中体现在开放银行战略不清晰、忽视

外部金融科技创新力量、组织机制不敏捷等问题。之前我国的开放银行探索仍

然是银行业务边缘地带 "自下而上 " 的实践，并没有涉及监管核心问题，如真

正进行系统性变革，则亟需监管规则与标准的落地。

随着开放银行的不断发展，相关监管文件也开始出台，进而规范市场。2020

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JR/T

0185—2020）金融行业标准，从技术的角度为开放银行监管开启第一步，政策

17 央广网.浦发银行发布全景银行蓝皮书，共创开放金融合作新未来

[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812508689515842&wfr=spider&for=pc,2020-09-25.
18 前瞻经济学人. 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90716-26192c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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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开放银行已经成为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不同银行的开放银行建设进度

存在差异。大型银行大多自行建设开放银行，比如工商银行；而技术开发能力

有限的中小银行以及国内业务规模尚小的外资法人银行则没有足够的资源自建

开放银行。据《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19，大部分中小

银行对金融科技定位不够清晰，缺乏战略部署和对创新的重视，产品及渠道在

客户、营销层面布局相对较弱；生态上，仅有不到5%的被访银行开放了API接

口给外部企业；技术上，只有27%中小银行采取了IT前置，仅20%设立了科技专

项基金/创新孵化器，缺乏前沿的AI、大数据等技术的能力与储备。此外，外部

科技服务商的良莠不齐，金融机构诸多需求无法实现快速落地，安全及信息泄

露的风险等问题，在开放银行建设过程中亦不容忽视。

基于对行业发展的了解，中国平安金融壹账通推出了Gamma O平台，通过

打造 “金融机构的科技APP Store”为中小银行的开放银行建设提供帮助。下面

对中国平安金融壹账通Gamma O平台进行详细介绍。

2019年5月29日，中国平安金融壹账通Gamma O在深圳正式发布。Gamma O

定位为“金融机构的科技APP Store”，是业内首个专注于金融垂直领域、联结

金融机构与科技服务商的智能开放平台，平台集技术、社群、商城、孵化为一

体，通过开放能力吸引合作伙伴入驻，协同合作方优秀的开发能力，连接金融

机构与包括开发者在内的科技服务商，为双方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服务平台。

Gamma O开放平台提供的三大核心价值赋能开放银行建设，为银行构建了从需

求定制、技术接入到产品测试的全流程科技服务体系。下面对这三大核心价值

进行解释20。

第一是打造共享平台：像“App Store”一样提供多种前沿科技的API接口，

银行可以直接调用平台上的标准化产品及方案，或者发布定制化的产品需求。

据中国证券网消息，目前已有超过300家银行（如金谷农村商业银行、乐山商业

银行、福州农商银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500多家科技

开发企业（如AnyChat）洽谈入驻Gamma O平台。

19 亿欧. https://www.iyiou.com/analysis/20190515100155
20 GAMMAO官网. https://gammao.jryzt.com



50

图 7：金融壹账通-Gamma O金融中台业务架构

资料来源：金融壹账通、艾瑞咨询

2019年提供一站式音视频解决方案的公司AnyChat受邀成为首批入驻

Gamma O开放平台的服务商。AnyChat接入Gamma O开放平台服务的产品包括：

AnyChat远程银行解决方案、AnyChat新一代双录能力平台、AnyChat全媒体能

力平台、AnyChat H5&小程序应用平台等。

此外，金融壹账通还与香港数码港、平安云加速器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香港数码港将无缝对接Gamma O，向平台接入数码港的技术开发者资源，

并通过平台对接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客户。数码港作为“金融科技大本营”，目

前已经联结了350家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吸引了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金融科技人

才。

除了打造共享平台，撮合有需要的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外，Gamma O也自

研产品，以智能客服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智能语音中台为例，Gamma O

在技术、场景及研发、数据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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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智能客服整体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金融壹账通、艾瑞咨询

技术优势表现在：①依托于Gamma 平台的AI技术能力，围绕银行在营销场

景和客服问答场景的需求，金融壹账通自研的Gamma Voice智能语音技术能够

实现95%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及92%的NLP识别准确率。②金融壹账通还拥有近万

项专利技术，并获得了多项世界级AI竞赛冠军。例如，2020年，Gamma Lab信

息抽取技术就获国际AI大赛SemEval冠军。这是Gamma Lab继微表情识别、面部

动作单元识别、机器阅读理解、自然语言生成、情绪识别、深度学习模型推理

性能以外，又一次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世界第一的成绩。

场景及研发优势表现在：①依托于平安集团多元的金融场景数据，金融壹

账通的智能语音技术能够深度挖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需求，如在智能客服解决

方案中,Gamma Voice就以更贴近金融场景的技术实力，实现了超过90%的客服

场景覆盖。②平台与600+银行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并拥有500+科学家团队、8

大金融科技研究员，AI自研能力较强。

数据优势表现在：目前平台已有4000+客服场景，并有效覆盖超过90%的问

答场景，实现了从技术模型数据标注训练到算法模型优化的全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研发实力的增强在研发投入端也得到了充分保证，平安每

年都将营业收入的1%用于创新科技的研发。

第二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服务商入驻标准：当前开放银行的建设需重构组

织架构、业务流程、产品设计等，但仍存在外部科技服务商良莠不齐，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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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诸多需求无法实现快速落地，有一定的安全及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而Gamma

O开放平台则结合了金融壹账通自身海量的交易规模和应用经验，借助安全规范

及授权协议对接入的企业开发者进行层层筛选，保证服务商的安全性、延续性，

为银行提供安全可信的科技服务资源。此前出台的《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

全管理规范》也将在服务规范和标准筛选方面起到约束作用。

第三是提供平台沙盒测试环境：为金融机构的产品研发提供专业的测试环

境，推动金融创新。

总体而言，2020年《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从技术上为国

内开放银行的监管踏出了第一步，未来预计在开放银行领域会有更明确的、针

对性更强的监管条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就认为：

现在的监管仍是以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为主，而开放银行回到了银行的本源功

能，就相应地就要回到功能监管上来。如今，市场参与各方正在政策指导下制

定技术规范、促成行业共识，随着监管的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包括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市场规范性将会提高，各方在技术应用、信息安全防

护等方面或将加大投入、明确分工、协同合作，逐步推进开放生态体系的形成。

二、开放银行发展建议

（一）继续鼓励开放，推动数据共享

首先，应当认识到开放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开放还

停留在对产品和服务的尝试阶段，市场的数据共享只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有所

体现，金融数据的共享和使用仍任重道远，如何有效地通过金融数据共享提升

开放银行以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协同效率，需要进一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

的解决方案。

参考欧盟和英国等地通过制定政策指南对开放银行进行支持和引导，接下

来可以逐步加深开放程度，探索 KYC、信用评估等数据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除

了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也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推动各方在技术、

范围等细节问题上达成共识，明确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以更好地平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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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和开放的关系。同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也能推动专业化分工，

从而利于未来各方协作、有序共享的开放生态形成。

（二）完善数据立法，加强隐私保护

进行高质量数据共享的前提是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安全防护机制。从欧盟的

数据安全实践来看，《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统一了各成员国个人数据

保护规则，明确规定了数据所有者享有的权利及数据储存与使用者应承担的义

务，对数据共享过程中各方责任进行了划分。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网络安全

法》，未来有望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受到了各方的密切关注，信息安

全防护的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具体而言，不仅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的法案，还应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防止出现违规开放或数据滥用等情况。另外，还应针对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和全

产业链条进行分级分类保护，建立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

机制，加强对内部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从内到外保障数据隐私的安全。

此外，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各类平台在准入以及后续管理阶段已通过

安全等级评估、实时监控、加密匿名算法等进行防护，未来安全产业的产品开

发和布局有待在政策引导之下实现进一步发展，提升技术方案应用的成熟度和

可靠性。

（三）加强政府引导，优化外部环境

通过分析美国与欧洲等地的开放银行政策不难发现两个共同点。第一，美

国、欧盟和英国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美国发布《国家 5G安全战略》

《5G技术实施方案》等政策，推进完善支付清算体系，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

了“硬设施”；而欧盟和英国基于《PSD》《PSD 2》《GDPR》和《数据保护

法》等核心政策，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要求银行开放数据，促进第三方

支付的发展，为开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软设施”。第二，虽然美国和欧洲政

策方向有所不同，但其资本市场都较为发达，当关键政策发布时，能够激起行

业内部的连锁反应，成为促进开放银行发展的催化剂。

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在“硬设施”方面，我国开放银行服务面向

第三方的 5G、大数据分别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体量优势。而在“软设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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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进一步增强传统银行改革创新的积极性，通过科技赋

能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目前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趋于

健全，但针对个人数据隐私的保护较弱，也缺乏对于数据开放的引导性政策措

施，未来有待实现政策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加强对数据管理、开放细则与责任

共担的政策引导。结合新加坡的实践经验及目前我国正在推行的政务数据开放，

还可把促进政务数据的开放作为突破口，构建合理的开放模式和技术标准，以

此鼓励和引导传统银行自主开放。

（四）借鉴各地经验，逐步规划实施

我国银行业对整个金融体系至关重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开放

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持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停滞不前。

要打破这一僵局，可在充分借鉴和吸收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合理有序地推进开放银行发展。首先，开放打破了数据孤岛，加

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各类市场主体在面临竞争压力和数据质量、技术实力

获得提升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产品体系的补充与服务质量的优化，消费者的福利

进而得到改进。因此，为促进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实现用户利益最大化，监管

方可以根据风险治理能力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分级并引导其依次、有序开放。

在具体的开放内容方面，可以考虑在第一阶段开放产品和服务，即在通过资质

审核的情况下，第三方可以通过 API接口访问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实现部

分个性化需求的定制；第二阶段可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流程，明确第三

方服务的界限，健全数据保护和风险防控机制；之后可以进一步规范技术准则，

逐步开放数据，允许授权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通过 API对用户账户信息、交易

数据等进行访问和使用，满足更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增强用户体验，并继续

巩固和完善开放银行的政策框架。

（五）完善资质审核，增强准入管理

在商业银行开放数据、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以及消费者进行数据授权的开

放生态中，为更好地保护银行和消费者权益，应当对第三方机构进行适当的资

质准入管理，同时加强对消费者的数据授权安全保护。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

PSD 2授予 PISP（支付发起服务提供商）和 AISP（账户信息服务提供商）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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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账户数据的读写访问权限，并且在第三方准入和消费者数据保护方面进行

了相关规定，较好地平衡了银行数据开放安全、第三方金融服务创新和消费者

保护之间的关系。参照而言，在准入管理及授权方面可以进行如下规定：

一是严格的客户数据授权认证：每次消费者登录账户时，必须提供用于身

份验证的相关信息，如密码或指纹等；当消费者启动电子支付时，账户服务机

构可以通过短信向消费者发送验证信息，以核实支付金额和受益人，进而授权

支付。

二是对第三方进行资质准入管理：在技术方面，只有获得金融监管机构许

可的第三方供应商在向银行提供电子身份证明后且在消费者要求时，才能被授

予访问账户的权限。在法律方面，消费者账户的缺陷或欺诈造成的有关损失应

部分或全部由银行及第三方供应商承担，以促使其加强账户及支付系统的安全

防护。

（六）明确开放范围，促进多方共识

从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开放银行的情况来看，各地监管部门对开放数据范围

的界定有所不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快捷支付合作为例，在快捷支付模

式下，客户只需调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网关，完成身份验证后即可完成支付，而

银行在这一过程中对交易背后的真实数据和场景缺乏了解，更像是后台扣款和

信贷通道，在市场竞争中较为被动。再结合数据共享可能给系统安全和声誉带

来的风险，商业银行相较第三方对进一步开放数据的范围更加谨慎，从而可能

导致双方在开放共享方面的合作谈判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对

开放数据范围进行有效界定，更好地促进开放银行的有效推进。

另外，开放数据也不能操之过急，需要监管部门逐步引导，分步骤开放。

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包括客户身份账户信息、交易

记录等极具价值的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受到《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等法

律法规严格管理和约束。如果要实现这部分数据的开放，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相

应立法，明确针对不同阶段或者不同目标群体的数据开放范围，引导商业银行

在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分步骤推进数据开放，持续推进开放生态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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