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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relationship of business module layout within the enterprise of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industry chain value model,
centering on the business line, product line and technology line.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n
related subsystem platforms of the front-office, middle-office and back-office, we also explore the
main path of developing securities business, produc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grasping
the feature of industry chain value model, the entity industry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its flow pattern,
supervision and risk preven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that are streamlined, quantitative, indexing, and
measurable. Moreover, we offer fifteen concept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ed key
technical subsystem. On this basis, our paper proposes ideas of discovering and integrating core
data sources of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constructing industry (enterprise) knowledge map
database and value chai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stomer, product, business,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the steps of innovation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s ownership as well. Overall, our paper is the only one that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fintech innovation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a high practical value in the bank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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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立足于证券行业，按照证券行业企业内部业务模块条线布局的服务关系，围绕
业务条线、产品条线、技术条线，开展全方位全产业链价值分析模式的创新研究与设计；围
绕前台、中台、后台三个功能关联子系统平台，探讨了展开证券业务与产品和技术创新的主
路径及10个功能子系统的构建。同时，立足于系统把握证券行业产业价值链模型、实体产业
资产证券化及其流动模式、监管与风险防控模式等需要的流程化、定量化、指标化、测量性、
模型化等相关的技术开发整合、集成与应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给出了15个关键技
术子体系建设构想。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针对证券行业核心数据源数据进行发现和集
成，从客户、产品、业务等视角构建行业（企业）知识图谱库和价值链模型的设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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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证券行业金融科技创新的定位、落地到创新实验室建设、开发步骤及权属归属进行了
探讨。该文章是目前唯一一篇全视角、多维度，全面阐述证券行业内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证研
究，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均具有很高的实操性与推广价值。
1．引言
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及潜在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由此引发的社会
变革、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都对金融证券服务产业链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即在更加严格的监管下，提供更丰富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更强、个性化和专属性更高、安全性
更好、便于操作的金融产品和配套服务。这就要求证券行业开展更多的创新，通过创新求生
存、求发展。
2．项目背景
作为金融服务产业链的一部分，证券行业自身就构成了一个由市场、项目、私募基金、
银行、证券、担保、保险、信托、资产管理、财富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发区、实体企业、
商协会等相关要素组成的复杂的产业链网络。所以，以证券产业链网络为抓手进行创新，需
要运用系统的思维和体系化方法，整合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资本资源，形成资本资源集合
器，聚合银行、证券、信托、保险、担保、证券交易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
服务机构形成金融产业链对接机制，并覆盖金融产业链全业务，构建证券产业链循环网络及
其风险管理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证券行业的创新过程是发现、认识和定义证券产业链资源整合（聚合）
到资源价值增长（增值）过程中新的业务、新的产品和实现技术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价
值管理、品牌管理、服务管理、产品管理、市场管理、风险管理、客户管理、数据管理、人
才管理等方方面面，需要以人才聚合为前提，以大数据聚合为基础，以资本聚合为支持，以
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技术聚合为保障，最终将归于相关技术储备、技术运用、创新与整合的
能力上。而实现这一切，就需要建立一个专注于创新性理念转换、概念生成、业务模式探究、
产品设计，以及一切必要的技术成果和趋势跟踪研究与验证，并结合市场需求、客户需求、
风险管理需求、经营战略和业务发展需求，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新成果、实战人才、和实用技
术的平台，也就是证券行业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或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实验室）。
依托这个创新平台，可以聚合技术人才、培训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与管理人员；可以聚
合信息与大数据资源，构建证券产业链大数据体系；可以聚合高端专业人才（专家团队），构
建证券行业专家服务体系；可以聚合业务和产品、技术创新需求，构建创新概念库及其概念
加工平台；可以聚合证券及其相关技术工具，构建创新专业人员所需要的协同工作环境、创
新验证和评估环境、创新成果实用性模拟与客户体验环境；可以聚合业务量化分析与流程测
量技术，构建创新专业技术人员所需的风险量化分析与关键点控制策略探索环境、业务人员
所需的业务流程效率评价和业务流程关键点作业操作研究环境、管理人员所需的产业链价值
分析与盈利模式研究环境。图1是按照证券公司内部业务模块条线布局的服务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证券公司与银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类似，其创新离不开三条主线，
即业务主线、产品主线、技术主线。
图中对应着客服线、产品线和支持线。这三条主线是在风控线、运营支持线、资源管理
线等管控线约束下展开和运行的。证券公司依托金融产业链，在监管和内部管控线的约束下，
对金融产业链网络的资本资源进行整合或聚合，并通过公司业务网络对价值增长方式进行分
析和重新定义，实现产业链网络的价值的重新分配。从而把金融产业链网络节点上关联的一
切资产管理起来，激活资产价值，并通过金融产业链网络让激活的资产伴随金融产业链的资
本活性流动起来，形成资产价值链流动性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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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构造了这样一个场景，金融产业链通过金融资本和金融服务，与实体资产的价值链
对接，激活实体资产的价值链，并在其中通过金融产业链的增值服务（业务条线、产品条线、
技术条线）实现收益分配。这实质上就是广义的泛资产管理概念对证券公司在金融产业链中
的核心业务对象的操作概念。按照这一场景，对金融产业链及其运行环境数字化，可以把与
证券产业链及其产业价值链的资产进行数字化聚合，并在证券业务主线、证券服务产品主线、
证券资产管理与流动技术主线开展全方位的基于全产业链价值分析视角的广义的产业链资产
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和设计。这就是创新实验室要做的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图1 按照业务模块条线布局的证券公司服务关系流程图

2.1

业务条线

在证券公司业务条线，收集、评估和梳理产业链广义资产的形式、类型、价值、归属与
状态，设计与资产关联的网络和资本聚合节点与模式，定义属于公司的业务板块和相关的业
务流程，制定业务形式重构与创新构想概念及其原型方案。业务形式重构与创新专家将依托
原型方案互动进行业务条线的重新定义，并开展资产管理价值链中的价值贡献分析、合规与
风险评估，形成并提交可实施的业务形式重构与创新主题。
2.2

产品条线

在证券公司产品条线，收集市场需求和客户要求，同时对公司的现存产品形态按照市场
维度、价值维度、成本维度、时间维度、粘性维度、风控维度、增长维度和品牌维度等多维
度视角，进行大数据测量和全生命周期量化分析，结合公司运营战略和产品研发战略目标，
聚合成公司的新产品概念及其关联的业务条线和多维度监测及大数据服务监管规约与大数据
服务评价体系。然后与产品开发设计专家团队互动进行产品属性定义、产品功能定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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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服务模式设计，并进行产品的价值分析、风险分析与先期服务及风险管理流程设计，
形成并提交产品创新主题及其配套大数据服务平台原型。这就是对产品形态重构创新。
2.3

技术条线

在证券公司技术条线，收集业务信息、客户信息、运营信息和核心价值创造流程信息等
大数据资源，应用大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聚合提炼出技术服务需求，构建公司证券业务、产品、
客户知识图谱库。以证券行业核心源数据资源的聚合技术体系、证券行业核心知识图谱库构
建模型及其证券行业大数据价值发现技术体系为核心，重构公司技术条线。用重构产业实用
技术创新原型与技术创新专家团队互动，确定和评估技术先进性、成熟性、体系化和行业竞
争力，测算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形成并提交技术创新主题。这就是基于大数据行业知识
图谱价值集合的技术创新模式。
2.4

配置资源

创新主题提交后，按照重构技术体系、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集成创新管理程序进行审批，
批准后的创新主题统一纳入公司创新项目目标管理，并配置所需资源。
2.5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于金融产业链的研究相对较少，就金融产业的研究而言，现有文献主要集
中于其结构、布局、关联等方面，而极少对金融产业链整体进行概念厘清与分析比较，更无
对于金融产业链的重要分支—证券产业链进行过详细研究。在国内研究方面，束兰根(2010)
通过分析股权投资业务发展环境，提出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发展模式[1]。刘以研、
王胜今(2013)提出信息技术的变革、客户需求的变革和市场竞争及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变革
是形成移动金融产业链的驱动因素，并基于此构建出移动金融产业链模型[2]。杨艳琳、周丹
(2015)选取股票、期货、互联网金融三类金融产品进行具体的金融产业链构建，为基于产业
链的金融产业理论研究提供概念性基础[3]。在国外研究方面，Sidney （1960）、Rajan（1998）、
Corpataux（2009）等人梳理了金融产业的绩效对经济的影响[4-6], Malmbeg（2001）、Choi(2003)、
Jessie（2004）等人从金融产业集聚方面进行了研究[7-9]。但从整体上看，基于证券行业的全
产业链价值分析尚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创新、构建、整合适用于证券行业的全产业链模型，
不仅可以补充对于金融产业链的研究，而且对于实现证券行业“提质增效”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在金融科技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成果大多聚集于金融科技对金融产业的影响因素，运
作方法以及发展模式方面。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周昌发(2011)从理论角度阐述了金融科技的
内涵与保障方式[10]。叶子荣、贾宪洲(2011)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自主
创新的影响[11]。王宏起、徐玉莲 (2012) 通过对金融科技内涵的界定和科技创新与金融科技
的相互作用角度分析，揭示了科技创新与金融科技的协同发展机理 [12] 。国外研究方面，
Berger(2003)、Schinckus(2008)、Agbolade (2011)等人研究了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
新对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13-15]。Ang(2010)和Vasilescu(2011)等人对金融体系中银行、资本市
场及风险投资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17]。现有研究表明，数据和科技是金融
科技改革传统金融业的两大主要支撑。而对于具体的金融科技应用于金融产业特别是证券行
业，从而构建完善的证券产业链广义资产管理创新平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构想与
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以证券行业作切入点，剖析金融科技与金融产业链的结合与实际应用。
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证券行业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的构建与完善，来解决证券行业长期缺乏
而又急需的对于其产业链广义资产管理平台的研究问题，并提出具体且全面的实施步骤与决
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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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内容与技术
3.1

总体概述

证券行业本质上属于金融服务业范畴，目前在规模化、集成化、价值链供给侧服务等方
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创新现代证券行业服务科学，攻克证券产业服务体系关
键核心技术，促进证券行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打造证券行业基于大数据、知识
图谱价值链服务支撑平台，以“产、学、研、用”结合的跨学科、综合交叉科研团队和技术创
新联盟模式，重塑现代证券行业服务技术体系、产业形态和价值链，适逢其时。
从市场视角看，证券公司作为资产价值与资本对接并形成价值流的媒介之一，其业务构
成服务的商业模式，其产品构成服务的载体，其技术保障构成实现服务的平台。
所以，证券公司在运作和经营过程中，需要从市场需求中发现商机并设计出与之相契合
的商业模式，构成新增业务或业务范畴，然后整合和优化原有业务流程以及监管与风险管理
流程，形成与之配套的服务产品及其技术保障的平台条件。上述这一切，在没有投入市场之
前，需要一个环境提出和设计与运行完善，同时也要支持运行后的改进和优化。对于证券公
司而言，这一环境可以在实际的市场环境和生产平台上达成，也可以建立一个即服务于客户、
又能够进行特定用途以收集、评估、筛选和聚合创新概念的内部专属创新和协同设计研发与
验证平台，用来对公司的市场资源、信息资源、客户资源、技术资源，以及自身储备的知识
库资源进行集成整合。
在这里我们借助科学实验室的概念，把证券公司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
活动，搭建专属证券行业属性的实验管理系统平台即创新实验室。
这个平台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前台、中台和后台三个功能关联子系统平台，如图1所示:
就其前台，主要是公司核心价值创造流程所框入的服务线和产品线，这里是面向市场的
通道和网络。
而中台，主要是公司的运营管理流程所框入的运营支持线和内部监管流程所框入的风险
监控线和资源管理线，这是市场需求识别和价值分配的通道和网络。
对于后台，主要是公司的核心价值创造支持流程所框入的IT信息技术支持线和人力资源
支持线，这是市场管理、客户管理、知识管理、数据管理、信息融合、生产服务、内部平衡、
财务核算、合规分析、风险控制、资源储备和动态配置与监控的主要通道和网络。
因此，这个实验管理系统平台将是面向全行业的证券产业链广义资产管理创新平台，建
成后除了为单个证券公司提供服务外，也可以扩展功能和接入端口面向全行业乃至整个金融
产业链提供服务。
3.2

项目实现的功能

把创新实验室定义为证券产业链广义资产管理创新平台，是因为证券产业链的价值链是
通过实体产业资产价值循环实现的。因此，沿着证券产业链与实体资产价值链的价值增值网
络可以展开证券业务与产品和技术创新的主路径，并进行证券业务与产品的创新收益分析。
所以，创新实验室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3.2.1 证券产业链与产业链资产的价值传递与转换功能网络动态组合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在证券公司业务模式与产品构想创新研究过程中，提供资产产业化属性、
资产流动性属性、资产价值属性等与证券产业链激活资产的资本流动性属性之间的价值网络
关联关系，资产与资本之间价值传递与转换关系，以及构建证券业务模式与产业资产价值实
现模式之间的运行网络关系，并作为创新实验室的基础关系模型。用于广义资产管理业务及
其产品构想、设计、验证和试用。引入资产所有者并视其为客户参与网络资产价值实现的操
作体验，以评估证券公司创新的业务模式、服务产品和技术支撑能否达到预期或超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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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证券公司内部资源集成整合与共享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证券公司内部客户资源、业务流程资源、各种金融市场交易数据资源、行
业研究与金融信息资源、内控与合规监管资源、定价模型及其估值模型等各种资源的集成、
整合与共享，并提供各种接入的交互界面。
3.2.3 证券公司创新概念收集与聚合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证券公司客户信息收集，聚合成客户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和产品的性能指标
与功能要求，收集公司内部业务流程的技术支撑需求和生产系统对技术支持及其产品工具化
需求，收集证券行业信息，聚合成证券行业业务发展趋势。通过聚合，形成证券公司业务与
产品和技术创新概念，并给出创新概念定义和价值评估。
3.2.4 证券公司业务流程设计与模拟验证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业务创新中业务流程的设计、优化与模拟验证。要依托证券公司的资源整
合与共享子系统动态地构建和组配业务流程设计、优化、评价和验证环境，并实现客户参与
的闭环、创新专家及其业务团队和公司相关业务条线全员参与的闭环。形成与客户体验闭环。
3.2.5 证券公司产品设计与开发和模拟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证券公司产品创新中产品开发阶段的设计与设计验证，产品推送和服务流
程设计，产品市场收益预估和收益模拟验证，产品风控模型与风控流程设计，以及产品组合
与组合收益测算。产品创新要与市场实际运行进行对接和模拟评估，要有客户参与并与客户
体验进行闭环。
3.2.6 证券公司技术支持系统和产品与服务工具设计与开发和效果评价子系统
该功能是用于证券公司在业务设计技术、产品设计技术、业务流程监测技术、操作风险
监控技术、经营风险测量与量化技术、资源（知识、数据等）聚合技术、人员培训及其实操
训练与考评技术、创新项目实施与创新阶段成果评价及其过程风险控制技术、创新项目市场
价值财务评价和预估技术等技术方面的工具聚合和应用环境的搭建。
3.2.7 产业资产证券化及其价值流动网络和定价子系统
该功能是证券公司开展泛资产管理时必须依托的系统平台。在把证券产业链向实体产业
链对接过程中，需要建立证券资本资源与产业资产对接的媒介和互换模型，这就是产业资产
证券化及其价值流动网络与证券资本流动网络的共同节点。因此，在证券公司业务与产品服
务上，就要向资本和产业实体客户提供定价服务和流动性网络流程及其价值测算模型。以帮
助客户实现资产与资本聚合和资产价值变现的业务与产品和技术服务。基于这样的理念进行
创新，是以实现客户价值需求的互利服务创新，而不是仅限于个别理财产品的推送，所以能
够触摸到行业的制高点和产业链全局。而且也能够达到证券资本推动和促进实体产业资产增
值与实体经济升级转型整合的催化剂、倍增器和粘合剂的社会使命。
3.2.8 证券公司内部运作管控体系诊断与有效性测评子系统
提出该功能主要是针对证券公司在创新之前需要对自身的运作管控体系进行必要的诊
断，以避免运作管控失效。运作管控失效会给证券公司带来决策输入性风险、方案执行操作
性风险、监控盲区，最终体现在财务风险上。通过对证券公司运作管控失效模式及其风险损
失的量化分析，可以建立在风险阈值内的风险管控策略，并评估策略的有效性。
3.2.9 证券公司创新人才培训与实操训练子系统
提出该功能主要针对证券公司业务与产品和技术创新人才通常比较短缺，创新人才知识
体系和技术能力的培训和实操需要借助于创新实验室的资源和环境才能实现，仅仅书本上的
知识和短期的集中培训是难以承担创新任务和胜任创新岗位要求的。该功能可以实现创新知
识体系的可视化交互式学习、训练、自评和能力测试，在线或离线进行协同训练，泛资产管
理能力体系自我学习与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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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证券大数据知识图谱价值链管理子系统
提出该功能主要针对证券核心源数据进行发现和集成，从客户、产品、业务视角，构建
知识图谱库和价值链模型。集成证券核心源数据集成技术体系、证券行业知识图谱构建技术
体系、价值链实现及其风险管理技术体系，搭建证券行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并上云。
3.3

项目建设的关键技术

创新实验室需要站在整个证券行业的高度从证券行业全产业链的视角进行规划、设计和
平台开发。因此，其关键技术主要反映在系统性的把握产业价值链模型和实体产业资产证券
化及其流动模式和监管与风险控制模式等需要的流程化、定量化、指标化、测量性、模型化
及其相关的技术开发、整合、集成与应用研究。
以产品创新的一个示意性说明为例，来进行说明，见图2。

图2 产品创新流程图

在经过解耦后，把技术实现、产品测试、产品客户体验进行简单的隔离不难发现，创意
评估并建立产品原型模拟和测试环境是一个技术关键，任务分析与明确、需求聚合与分析、
产品创意与原型设计，整合为一体化产品原型设计辅助平台和支持环境与优化流程是一个技
术关键。那么，在创新过程中，下面是创意形成阶段和产品开发阶段早期的一些目的和意义
的示意图，见图3。

图3 创意形成阶段和产品开发阶段早期的目的和意义

而到了客户参与阶段，无论是外部客户还是内部客户参与创新，都会需要客户可用性检
验和测试。这主要是客户对产品的体验及其体验后需求进一步认识的反馈，创新实验室循环
对客户需求进行辨识后作为产品原型改进的输入如下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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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创新实验室客户需求辨识、改进、作为产品原型输入的循环过程

所以，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对创新实验室应具备的关键技术有了一个初步的
整体性的认识，概述为如下几点：
3.3.1 证券公司创新流程及其评价体系
这是证券公司自身运作管控的范畴，但是直接要对接和激活创新实验室的全部创新项目
管理与风险管理流程。因此，就管理体系及其支撑技术视角，是一个关键技术内容。这就需
要流程化管理、过程化测量、监控体系和评价模型的设计与实现技术。
3.3.2 证券公司全产业链价值网络模型构建
这是证券公司在给自身定位和确定发展模式与价值和利润实现所必须清晰的管控模式。
证券公司全产业链是从公司业务出发对所涉及的供应链和客户的一种梳理、建模与量化的过
程，也是对自身内部业务运作的一种审视和自查。需要管理和管理量化技术支持。通过全产
业链价值网络模型构建，可以设计全产业链价值网络数据库和产业链价值模型库。
3.3.3 实体产业资产证券化及其定价模型体系
这是证券公司最基础的技术基本功和核心竞争能力。因为实体产业的发展和扩张是用其
资产的规模来体现的，而资产及其权益可以用股权回报来体现，这种权益进行交易就可以进
行定价。所以，不同的公司在其自身的产业价值链资源的整合过程中，会对同一产业资产给
出定价，但是这种定价是不能保证相等的，即使在同一模式下进行证券化。由于这种差异，
使得不同的公司采取有差异的经营策略和资产管理模式。
3.3.4 实体产业资产价值流动网络模型的构建与流动价格测算
这是控制资产管理收益风险和经营风险的一个基础技术模型系统。证券公司要对其聚合
的资本所能够对接的实体产业资产价值流动网络进行网络化模型的设计，并依据模型对资产
流动价格进行运筹，取得资本—资产对接过程的流动收益最大化。
3.3.5 资本伴随资产价值流动性风险控制与评估模型体系
这是控制经营决策风险和资产管理操作风险的一个基础技术模型系统。证券公司要对其
资产管理的操作过程进行量化风险控制需要明确资产价值流动性及其资本转换风险评估，并
对过程关键环节的资本风险控制和资产价值流动与转换进行测量和评估。依据这一模型系统，
实现操作风险监测与评估。
3.3.6 证券产业链业务与服务操作风险预估模型及其管控
这是证券公司控制业务和服务流程操作风险的一个基础管理量化模型技术系统。
3.3.7 创新创意聚合技术
这是证券公司把创新融入公司日常业务和经营活动的一个市场需求、客户信息、流程信
息、经营信息的闭环逼近的创新创意收集与提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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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创新项目管控与价值评价技术
这一技术用于证券公司对较大投入的创新项目进行风险管控和过程管理的量化管理和价
值（主要指财务收益和潜在市场及其客户财务贡献价值）评估技术。
3.3.9 创新过程风险评估与控制技术
这一技术的内涵和作用同上一技术。更强调对创新项目的过程关键节点的风险传递和后
续风险控制。
3.3.10 创新成果实用型转化技术
这是对已有和已完成尚未使用的创新成果进行实用性评价和试用方法的评估。涉及知识
产权引入与商业技术壁垒的突破技术。
3.3.11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技术
这是证券公司创新常规的内容。
3.3.12 创新技能培训与实操环境构建技术
创新技能培训是创新人才持续的实践和实操过程。一般传统的模式是公司用自身的业务
去让创新人才试错，结果会增大创新成本、延长创新周期，降低创新成果的功效。因此需要
通过创新实验室向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提升与知识体系的学习与完善提供检验、自测、评价、
培训和操作环境。
3.3.13 证券产业数据、实体产业数据、相关资讯聚合和质量控制技术
数据与资讯聚合和融合技术是当前制约证券公司价值发现、资产管理和经营运作风险控
制的瓶颈技术。而制约该技术发挥效用的是数据与资讯聚合和融合的输入—数据与资讯的质
量，所谓输入垃圾也制造垃圾。这里的质量控制技术是指数据与资讯的质量控制和数据与资
讯聚合和融合的质量控制技术。
3.3.14 资讯和数据融合与知识提取和编制技术
以上述全部成果进行技术集成，构建证券行业知识图谱价值链模型，并搭建证券行业知
识图谱库和价值链模型库及其技术应用引擎。
3.3.15 创新人才知识体系和实操能力培训与训练在线博弈与协同技术
这是一个常规的技术应用。
4．创新实验室创设
4.1

定位

创新实验室要具备行业性、长远性和现实性。因此其定位主要有以下几点：
4.1.1 核心业务能力的发动机
核心业务能力的持续保持与发展，核心风险管理能力的完善与提升，核心产品盈利能力
的发掘与保持，核心技术能力的跟踪与转化。
4.1.2 核心源数据资源的发现与验证
证券行业的核心源数据资源，特别是涉及投资和市场标的物的价值源数据资源及其宝贵
和难得。为此，需要一个环境和平台来发现、检验和获取这些源数据资源。
4.1.3 证券行业知识图谱价值链的构建和维护
证券行业是覆盖社会资产价值网络的显性和隐性最为集中和反应敏感的环节，因而其价
值链所关联的行业知识图谱模型非常复杂和广泛。需要专门进行构建和持续地维护，这本身
就是一个价值平台。
4.1.4 创新人才的实训地
创新人才需要创新知识和创新技术的培训和实操，这就需要环境试错、知识体系与创新
能力自评及其改进和提升训练。
4.1.5 潜在价值的探测器
创新本质上是发现满足客户和业务发展的新的机会、或者创造新的资源整合机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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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的价值增长模式。而这一切都将源于资产—资本对接所产生的价值发现，一旦发现存
在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就出现了资本借助于资产价值传递过程的流动性进行套利的机会。
这样，借助于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手段，把资本套利变成一个风险可控制、可
承受、可测量的过程。创新实验室以其聚合的创新资源、积累的创新知识和成果、构建和逐
步完善的创新环境，采用信息、数据、资讯和知识大融合技术，进行资产流动的潜在价值的
探测。
4.2

归属

创新实验室的用户是广泛的，因此其潜在的市场空间巨大、盈利模式多样化，宜采取先
期投入、提供服务、再行建设，形成在需求中启动、在建设中完善、在服务中发展的实验室
建设与运营模式。
所以，其归属可考虑有以下三种模式可选：
4.2.1 由行业协会牵头，选择几家证券公司共同建设。创新实验室体制是理事会制，行业协会
作为理事长单位、其他为理事单位，组建创新实验室发展基金。
4.2.2 由一家证券公司牵头，联合几家证券公司共同建设。创新实验室体制是股份制，牵头公
司作为董事长单位、其他为成员单位或股东，共同组建研发和经营团队。
4.2.3 由一家证券公司独自出资建设，可以作为其全资子公司，也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参股。创
新实验室体制将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管理与运作机制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4.3

步骤

创新实验室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市场、技术、科研、行业发展、经营运作、平台
建设开发、合规风控等方方面面进行统筹规划和设计。同时要边规划、边细化设计、边开发
创新平台和工作环境、边聚合人才、边出成果、边取得收益。
可考虑采取以下步骤展开建设工作：
1.立项与策划；
2.组建项目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
3.设计创新平台并开发原型系统；
4.试运行并完善创新平台发布试运行版；
5.组建创新实验室并确定其机制；
6.进行规模化投入升级创新平台为商业版。
因此，可先期投入部分资金启动证券创新技术平台应用系统原型研发和技术验证，并组
建创新实验室筹备工作组。通过筹备工作组的论证，架构创新实验室的组织形态和设计治理
机制。证券创新技术平台应用系统原型研发和技术验证可以结合几个有代表性的业务和产品
及其技术需求进行，并提出相关的报告。待通过技术验证后，即可组建创新实验室，并另行
预算需要的商业平台和运行环境以及其他软硬件投入，对该证券创新技术平台应用系统原型
进行平台升级。
5．结束语
随着金融科技大潮的持续推进，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知识图谱、云
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应用与行业场景结合探索刚刚开始就已经呈现了极高的热度，这代表着
证券行业正在用更深入的角度去看待数据到知识的转化和其中蕴含的价值。金融科技创新一
方面需要全面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另一方面需要行业专家、工程技术专家和数据专
家持续协作研究和实践。证券行业更深层次的竞争将加速证券公司创新速度，相信证券行业
创新将会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聚焦点，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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