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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and finance is the emerging trend. Internet technology 

introduces the innovative spirit into the financial field, the enterprises rely o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o develop financial products iterativel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enhance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the enterprise 

identify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t’s useful for the enterprise to help to clarify whether 

to choose Internet finance and how to develop Internet finance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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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拥抱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互联网技术将创新精神植入到金融领域，企业依靠互

联网技术的迭代研发适合国情和行业特性的金融产品，提升竞争力。构建企业发展互联网金

融的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识别出发展互

联网金融的优势和劣势。为企业是否选择互联网金融以及如何发展互联网金融提供决策支

持。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核心竞争力；评价模型；路径选择。 

1. 前言    

互联网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联网技术为金融中介服务活动实现了便捷

化、自助化。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网络终端或结点，发起或接收金融交易服务。特别是在移

动互联网的背景下，金融服务不再依赖于地点环境，可随时随地自助完成，极大地改善了客

户的服务体验。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是否应该选择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互联

网金融企业应该如何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互联网金融之路，值得

探讨和研究。 

2. 互联网金融发展路径 

金融的本质是价值的跨时空转移。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使金融业如虎添翼，其原因在于互联

网技术能最有效地处理价值的时空转移。[1]这也是互联网金融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互联网

金融发展揭示出两个基本趋势：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和金融企业的互联网化。在这两种趋势

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路径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传统金融企业互联网化”，如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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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服务就属于此类；二是“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通道业务”，如阿里金融推出的余额宝则是

这一领域的代表；三是“金融业务结合互联网产生的创新业务”，如网贷业务就是这类创

新。[2] 

3. 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创新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资金融通的本质来

进行跨界融合的。互联网金融的移动性、及时性、透明性和标准化的流程使金融服务超越了

时空限制，使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极大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唯有依托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协作创新，互联网金融才会有出路。 

3.1. 技术创新 

金融等于制度加技术加创新。从电报、电话、现在互联网时代，金融业一直都是技术运用的

领先者。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带来的冲击是因为底层技术贯通，数据云端存储，数据存储

技术越来越先进。现在的银行业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因为底层数据还没有贯通，部门信息是分

割的，而且中小微的金融服务、屌丝金融服务确实需要加强，银行业现在大踏步的进行着改

革创新。[3]金融业将会重新焕发它在互联网领域的青春。 

3.2. 产品创新 

互联网金融企业有自己存在的状态空间，不同的目的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不同的商业模

式。不同的商业模式构成一个生态圈，完成同一个功能，不同功能的生态圈组合起来形成了

一个生态系统。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讲一定是以生态系统赢得最后的胜利，基于生态系统的

产品创新，综合利用营销网络、服务网络的产品创新，实现企业自身的良好的状态。[4]只

有通过集体共赢，互联网金融企业才能够赢得生存的状态空间。 

3.3. 服务创新 

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够为用户提供私人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信用是财

富，服务是价值，场景是现实，数据是资产。传统商业逻辑的二八定律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

被打破了，那些原来不被重视的草根金融和碎片金融能够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技术优势被集结

起来，被深度开拓，释放出巨大的商机。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要重视蓝海市场和长尾市

场，通过服务创新，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5]随着征信系统的逐步完善，互联网金融服务

的未来发展将会大有空间，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升级，互联

网金融将使金融服务的“小微”变成“大微”。 

3.4. 协作创新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分享、协作、自由、平等的行业，由于准入门槛低和政府监管相对宽松，

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金融市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用户也可以比较自由地

进出金融市场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大环境使得所有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都是平

等的，因此金融企业之间、金融企业与用户之间，甚至用户与用户之间，都需要协作与分

享。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变革，更好的实现了各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协

同创新和规范自律，带来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4. 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互联网精神推崇创新和开放。创新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精髓。若想发展互联网金融并获得持

续的竞争力，企业必须基于互联网思维来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升互联

网金融服务能力，关键在于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关键在于

技术创新和协作创新。 

4.1. 互联网服务能力 

互联网的应用有效解决了金融服务于小额、分散的零售客户的高风险、高成本问题，企业若

想占据互联网金融的制高点，需要依托互联网打造的信息平台，不断提升互联网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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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网络对大量分散主体展开标准化、自助化服务，使金融服务更趋向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如表-1 所示。 

表1 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评价因素 

能力类别 内容 因素 

金融服务优势 

 

金融牌照优势 

良好的金融服务优势 

资本金充足 

利润率客观且合理，等等 

x1 

x2 

x3 

x4 

产业优势 

产业服务基础情况，擅长于某些产业的金融服务和产业服务 

在某些金融细分领域，有开展互联网服务的有效经验 

具有某些行业或产业的专项信息的综合利用优势，等等 

x5 

 

x6 

 

x7 

客户情况 

服务对象的年龄群优势 

客户粘性 

客户对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 

客户增速及客户满意度情况，等等 

x8 

x9 

x10 

x11 

资产及人员 

轻资产型企业/重资产型企业 

总资产规模及资产优良程度 

员工学历结构及行业经验丰富程度 

信息科技人员占比，等等 

x12 

x13 

x14 

x15 

技术优势 

拥有独立的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的友好性和便捷性优势 

平台客户访问量情况，等等 

x16 

x17 

x18 

其他 ...... xm 

 

4.2. 风险管控能力 

不管是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还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风险控制始终是第一位的。互联网金

融除了具有传统金融业经营中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风险外，还具有业务风

险、技术风险等风险。[6-8]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的主要影响因素如表-2 所示。 

 

表2 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风险控制能力评价因素 

风险类型 内容 因素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健全 

金融产品和技术创新的节奏 

融资渠道是否畅通 

资产和负债期限的对比是否合理 

y1 

y2 

y3 

y4 

市场风险 

经济方面：利率、汇率、通货膨、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经济

周期循环 

政治方面：政权更迭、战争冲突等 

社会方面：提质变革、所有制改造 

y5 

 

y6 

y7 

内部控制与合规风险 

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公司治理、责任机制、激励约束

机制、内部控制文化等 

内部控制措施：明确划分岗位职责、权限清晰、系统监控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核对和监控机制、合规的会计核算和业务

记录机制、有效的应急制度等 

监督与纠正：对各项业务的例行审查及纠正机制、内部审计机

制、外部审计机制、及时的纠错与问责机制等 

y8 

 

 

y9 

 

 

 

 

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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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 

内部欺诈、外部欺诈 

雇佣关系、客户团系 

产品及业务操作：主要涉及网络金融账户的授权使用、网络金

融的风险管理系统、网络金融机构和客户间的信息交流、真假

电子货币识别等 

业务中断及系统失灵 

执行、交易及流程的管理 

y11 

y12 

y13 

 

 

 

y14 

y15 

技术风险 

技术选择风险：对网络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可能失去全部的

市场,甚至失去生存的基础 

黑客攻击 

y16 

 

 

y17 

模式创新和扭曲风险 
互联网金融某种原创的发展模式过于创新或者创新不足，脱离

现实社会经济状况，最终因发展瓶颈导致失败的风险 
y18 

其他 ...... yn 

 

4.3. 竞争力评价模型 

通过分析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风险管控能力的影响因素，设计影响因素评

价函数，构建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通过模型定量地测算出企业互联

网金融竞争能力值，帮助企业识别出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和劣势。 

4.3.1 互联网服务能力综合评价 

互联网综合服务能力因素为xi，互联网综合服务能力函数为 

X = ∑ 𝛼𝑖 ∙ 𝑓(𝑥𝑖)

𝑚

𝑖=1

 

其中，𝛼𝑖为综合服务能力评价系数，应满足 

∑ 𝛼𝑖

𝑚

𝑖=1

= 1 和  0 ≤ 𝛼𝑖 ≤ 1 

通过因子分析法、专家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确定每个因素的单独贡献值应满足 
0 ≤ 𝑓(𝑥𝑖) ≤ 100 

所有因素贡献值合计满足 

0 ≤ ∑ 𝑓(𝑥𝑖)

𝑚

𝑖=1

≤ 100 

4.3.2 风险管控能力综合评价 

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控能力影响因素为𝑦𝑗，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控能力函

数为 

Y= ∑ 𝛽
𝑗

∙ 𝑔(𝑦𝑗)

𝑛

𝑗=1

 

其中，𝛽𝑗为风险管控能力评价系数，且应满足 

∑ 𝛽
𝑗

𝑛

𝑗=1

= 1 和 0 ≤ 𝛽
𝑗

≤ 1 

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确定每个因素的单独贡献值应满足 

0 ≤ 𝑔 (𝑦𝑗) ≤ 100 

所有因素贡献值合计满足 

0 ≤ ∑ 𝑔 (𝑦𝑗)

𝑛

𝑗=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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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为𝑋 (0 ≤ 𝑋 ≤ 100)，风险管控能力𝑌 (0 ≤ 𝑌 ≤ 100)，

综合竞争能力坐标为 

𝑃 = (𝑋, 𝑌) 

以互联网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构成企业综合竞争力模型，如图-1 所示。区域

A 表明企业综合竞争力强，服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都比较强；区域 C 表明企业综合竞争力

弱，服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都比较弱；区域 B 表明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强于风险管控能力；

区域D表明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强于综合服务能力。OM线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能力平衡线，

表明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综合竞争力强，且服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比较平衡。企业评价

值越靠近 OM 线，且越接近 M 点时，表明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竞争力越强。经过综合评价

后，如果企业综合竞争力落入 A 区域，具有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如果落在 C 区域，则不

具备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如果落入 B、D 区域，则表明企业能力不平衡，如果要发展互联

网金融，需要补强弱势能力。 

 

 

图1  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综合竞争能力模型 

 

5. 互联网金融的路径选择 

经过评价，竞争力落在 A 区域的企业，应着力提升基于风险管控和综合服务的创新能力，在

实现互联网服务与风险管控的平衡发展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协作

创新，推出安全可靠的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竞争力落在 B 区域的企业，具有互联网服务优

势，多为有资质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申请金融牌照、收购中小金融机构等方式进军金融

领域。应着力提升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风险管控能力，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

理、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竞争力落在 C 区域的企业，具有风险管控的优势，多为传统金融

机构，可以通过自建或合作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和改善客户体验。

应着力提升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平台构建能力，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和互联互通，建立金

融服务所需的信息充分和信用增强，提升金融服务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竞争力落在

D 区域的企业，通常不具有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明显优势，可以选择并购、重组、直接投资等

资本方式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逐渐丰富经验，稳步提升互联网金融参与和竞争能力，分享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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