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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有多重要？ 

    尽管现在人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已经得到稳步增加，但全球仍有30亿人未能充分享受到金融业

的服务。他们获得高质量的储蓄、信贷、保险和支付服务的机会有限，或者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

服务。先前的行业报告1凸显了大数据对于创造一个金融普惠的世界的非凡潜力。当今世界产生的数

据量大得令人吃惊：互联网（加上那些联网设备，如手机、电脑和使用电子传感器记录和传输使用信

息的家用电器）每半小时就会产生相当于人类历史所有文字作品总和的数据量。2仅就Facebook用户

而言，每月分享的内容就高达300亿篇。3这一切都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最近的奥米迪亚

(Omidyar)报告4显示，大数据仅在世界上最大的六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度

尼西亚和土耳其）就具备让3.25亿到5.8亿人初次获得正规信贷服务的潜力。但并非只有大数据才能帮

助那些未能享受到世界金融业充分服务的群体接触到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所有形式和规模的数据都可

以帮助金融服务提供方提高运营水平、促进金融普惠发展。 

 

2. 这份指南对我有何帮助？ 

安信永相信数据在创造社会和经济利益上的潜力，因此计划以现有文献为基础实施一项研究，目

的是编写一份从业者指南，为金融服务提供方(FSP)提供可行的见解，同时为他们介绍如何更好地利用

数据实现普惠金融的初始步骤。 

 

    推行数据驱动型创新对任何FSP而言都是一项多重挑战，要求整个机构人才的参与和团队的合

作。本指南的编写目的是，论证改变的必要性，勾勒出一个FSP评估和提升自身数据能力时可以采用

的首要战略性和策略性步骤，帮助FSP着手解决这些复杂的挑战。本指南对FSP加强数据能力所需的多

个要素进行了解析，同时参考了日益增多的以数据驱动型创新推动世界普惠金融的具体案例。 

 

3. 哪些因素阻碍了金融服务提供方（FSP）采取行动？ 

一家FSP的数据只有在信息能够挖掘和分析出有价值的见解时才是有用的。传统的FSP，如致力

于普惠金融的微型金融机构(MFI)，他们想要知道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信息，但可能没有相应的内部能

力，或者面临资源限制。同样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通常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财务资源，无法对自家创

新商业模式的更广泛影响进行研究。这一鸿沟表明，需要提供更多“证明点”，以增进金融行业对数据

的理解，强调使用数据促进普惠金融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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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遇在何处？ 

    在早期采用数据驱动型创新推动普惠金融的实践者中，有一些专长为信贷分析的公司，他们使用

新的数字化或替代性数据源，如移动电话通话记录、公用事业（如水电费）缴款记录、社交媒体活动

等来评估风险，以此将信贷业务惠及至“薄档案（thin file）”或“信用不可见”
7
的客户。然而，

利用数据推动普惠金融的潜在好处远远超过了利用替代性数据进行信贷分析。的确，数据智能分析和

应用可以改善一家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麦肯锡8提出了商业公司利用（大）数据价值的几种途径，包

括：创造透明度（如综合分析整个价值链或运营过程）、开启试验以挖掘需求、揭示结果差异范围、

和提高业绩（如通过A/B测试）、细分客户群以定制应对方案（如设计更有针对性的产品或营销方案）、

以自动算法取代或支持人为决策，以及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利用上述这些价值源的产品、

服务和案例的组合多种多样，只取决于您是否有足够的创造力。 

5. 如何开始？ 

    安信永对行业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发现数据集的规模可能并不是很多普惠金融机构

首要担忧的问题。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数字金融前沿计划（Digital Finance Frontiers Initiative）

的金融部门专家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维达尔(Maria Fernandez Vidal)对此解释，致力于普惠金融的FSP

针对每位用户要运作的往往只有上百或上千个数据点，而非十万百万的数据点（这是大一些的金融机

构可能面临的情况）9。因此，致力于普惠金融的FSP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向“大数据”迈进之前，

先学会如何利用“小数据”。 
 

多数机构对利用数据的准备情况都遵循着一个数据化发展阶段。安信永使用“数据化发展阶段诊

断框架”（见图1总结）来评估一家机构的能力。建立数据能力的第一步是评估您的机构目前所处的

位置。基本的分析就可以产生有成效的见解。每个数据化发展阶段都可以有收益，收益会随着机构沿

发展阶段的推进而增加。麦肯锡定义了利用数据能力的不同层次的成熟度，最基础的层次是对数据进

行数字化和结构化处理，为将来的分析做准备。高一级的成熟度要求让数据变得可用，这样就可以整

合多个数据集，生成更有意义的商业见解。最高级别的成熟度包括应用高级分析，如定制算法、自动

算法和实时数据分析。这一评估与安信永的数据化发展阶段诊断框架一起构成了安信永提出咨询建

议、推动FSP沿着数据化发展阶段进步的基础。 

 

 
 

 

 

 

 

 

1.  https://www.omidyar.com/sites/default/files/file_archive/insights/Big Data, Small Credit Report 2015/BDSC_Digital 

Final_RV.pdf;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2.  https://www.cgap.org/publications/potential-digital-data 

3.  http://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4.  https://www.omidyar.com/sites/default/files/file_archive/insights/Big Data, Small Credit Report 2015/BDSC_Digital 

Final_RV.pdf 

5.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6.  http://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7. "薄档案”客户指信用历史有限的客户；“信用不可见”或“无档案”客户指缺乏任何正式信用历史的客户。 

8.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9. 与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维达尔(Maria Fernandez Vidal)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0 日。 

推行数据驱动型创新对任何FSP而言

都是一项多重挑战，要求整个机构人才

的参与和团队的合作。 

 

https://www.omidyar.com/sites/default/files/file_archive/insights/Big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https://www.cgap.org/publications/potential-digital-data
http://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https://www.omidyar.com/sites/default/files/file_archive/insights/Big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http://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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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据化发展阶段诊断框架  

 人员 系统 策略 

早期 缺乏系统的数据分析功能 

只有回答特定数据查询问

题的能力 

多数或所有数据通过人工

方式收集和存储 

部分数据数字化流程已经

就绪 

数字化的数据用于制定一

些商业决策 

建立使用数据的初步能力 

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但

不清楚接下来的方向 

成长期 有专职做数据分析的人员

资源 

员工能够针对商业决策需

要提出和解答数据查询问

题 

事后管理信息系统(MIS)

产生周期性的静态报告 

实时MIS和商业智能报告

系统促成一些自动化商业

决策 

加强现有商业决策流程 

建设数据能力，从而提高

商业决策能力 

成熟期 业务团队积极与数据分析

师/团队合作 

跨领域专家能在业务团队

和分析师团队中融洽工作 

业务流程中几乎所有控制

点都数字化并生成数据 

内部数据系统与稳定的外

部数据输入相集成 

几乎所有商业决策都已实

现自动化 

系统地调整流程以促进数

据驱动型决策 

建立比较优势，获得行业

对手无法得到的信息 

 本指南对FSP加强数据能力所需的多个

要素进行了解析，同时参考了日益增多

的以数据驱动型创新推动世界实现普惠

金融的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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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人工智能 

这些术语主导了当今的金融科技常用语。上世纪80年代，金融业承担着开

发商务智能工具和商用高级分析工具的先锋责任。10 

 

    随着商务智能工具的成熟度和处理能力不断增

强，金融业以外的机构开始探索在单一平台上更好

地收集和存储自己所有运营数据的途径。沃尔玛就

是最先建立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 将一家机构

生成的所有可用数据聚集起来以供分析的平台）的

大型零售商之一。一切都始于一场偶然：据说沃尔

玛的一个计算机操作员厌倦了检索存档的历史销售

数据，于是从公司的一台服务器上偷偷“借用”了多

余的存储空间，利用这些空间下载和存储来自请求

最频繁的档案的数据。沃尔玛的经理发现此事之后

很快意识到了及时和广泛访问数据的价值，很快，

来自数千个零售点的交易数据就可以在几分钟内在

数据仓库中得到分析，实现了对供销数据近乎实时

的响应。最终，沃尔玛数据仓库在1992年成为首个

拥有太字节规模信息的商用数据仓库。 

 
    随着数据存储成本的降低，以及分析数据并将

数据转化为有意义信息的处理能力的提高，12数据本

身已成为各行业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无论

是从所有权或使用权角度，还是从利用数据见解促

成商业决策的能力角度看都是如此。 

    再回到金融领域，2016年，一份来自国际金融

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报告《普

惠金融业：新兴市场银行之洞见》(The Busines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sights from Banks in Emerging 

Markets) 中描述了非洲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Africa, CBA)是如何访问来自手机银行用户的上

百万个数据点，从而搭建和优化M-Shwari信用评分

算法的。13 对于更小的致力于普惠金融的FSP而言，

由于它们不掌握更大的商业银行的资源，上百万的

数据规模对他们来说显得极其庞大。在金融服务创

新中心的2016风险报告(2016 Banana Skins Report) 

中，顶尖行业专家和从业者提到，如何在科技迅猛

变革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策略，已成为普惠金融行

业面临的最大挑战。14 

图2 解读了当人们使用宽泛的“大数据”这个术语

时经常混为一谈的各种数据特征。 

 

 
 

 

 
 

 

 

10. 罗伯特·R·特里皮和埃弗雷姆·特班。《金融与投资中的神经网络：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现实世界中的业绩》。麦格劳-希尔

出版公司，1992 年 11 月。https://www.cgap.org/publications/potential-digital-data 

11.  https://www.healthcatalyst.com/wal-mart-birth-of-data-warehouse/ 

12. 通常被称为摩尔法则。摩尔法则源自戈登·摩尔 1965 年的一则评述，他推断，计算机应用的能力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急

剧提高，而相对成本则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急剧降低。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 

silicon-innovations/moores-law-technology.html 

13.  http://www.centerforfinancialinclusion.org/storage/documents/IIF_CFI_Report_FINAL.pdf 

14.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d620fce4b049bf4cd5be9b/t/57989070d2b8575b1b001466/1469616256985/ 

Banana+Skins_07-16_v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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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
http://www.centerforfinancialinclusion.org/storage/documents/IIF_CFI_Report_FINAL.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d620fce4b049bf4cd5be9b/t/57989070d2b8575b1b001466/1469616256985/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d620fce4b049bf4cd5be9b/t/57989070d2b8575b1b001466/1469616256985/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d620fce4b049bf4cd5be9b/t/57989070d2b8575b1b001466/146961625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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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4871/analog-data 

16.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4872/digital-data 

17.  http://lending-times.com/2016/06/20/over-12000-variables-of-alternative-data-for-36-billion-in-alternative-loans/ 

18.  https://whatsthebigdata.com/2013/06/15/big-data-arrives-at-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 

19.  http://www.gartner.com/it-glossary/big-data/ 

  

图2 定义数据 

数据 Data 用于参考或分析的事实和统计数字 

模拟数据 

Analog Data 

以物理方式呈现或以物理媒介（如塑胶唱片的表面凹槽，盒式磁带录像机上的磁带

等）存储的数据；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有机数据或现实数据。15
 这一术语就其本身而

言并不用于普惠金融，但可以用来指信贷员在纸质贷款申请表上写下的信息。 

数字化数据 

Digital Data 

在普惠金融语境中，数字数据经常简单地用来指那些以电子格式存储的数据，或是

指“数字化”的数据，也就是之前以物理格式存储、但现在可以以电子格式存储的数

据。更宽泛地讲，数字数据试图捕捉物理世界的元素并对它们进行模拟，以用于技

术用途。例如，通过一系列二进制字符（传统的“1”或“0”，或“开”“关”值）来存

储复杂的音视频信息或文本信息。 

传统或替代性数据 

Traditional or  

Alternative Data 

在普惠金融语境中，替代性数据指：来自被银行视为替代性数据源（如公用事业费

支付、社交数据或通话记录）的数据，且这些数据能够被金融机构用于评估潜在借

款人。传统数据源包括信用报告或客户银行记录中可用的金融信息。17微型金融从一

开始就依赖于可以被视为“替代性”的数据（微型金融客户通常没有信用报告或银

行账户），而典型的微型金融信贷方法要求信贷员对客户家庭环境、经营环境和社

区信誉进行实地评估、重建客户的现金流量表，从而判断客户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

力。然而，微型金融机构通常并不将此类信息视作替代性数据，因为他们数十年来

一直在收集这类信息。然而这种数据可以成为数据分析的一个富有价值的数据源，

尤其是一旦当它们数字化之后。事实上，本文建议金融机构在从外部源头寻找替代

性数据之前，先看看这些手头可用的内部数据。 

大数据 

Big Data 

极大规模的数据，以至于此类数据的处理和管理为人们带来极大的组织挑战。18正如

麦肯锡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大数据这一术语“非常具有主观性，对

于一个数据集要多大才能被称为大数据，通常没有一个定论。”19很少有定义为大数

据确定一个下限。Gartner的信息技术辞典对于大数据的定义更强调数据的复杂度而

非规模。在这个定义中，大数据具备“3V”的特点：它是有大量数据(high-volume)、高

速产生(high-velocity)、和/或高度多样化(high-variety)的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要求

低本高效且创新化的信息处理形式，以产生更有深度的见解、更明智的决策和提高

流程自动化水平。在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语境中，大数据这一术语的使用经常与“替

代性数据”一词相互混用。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4871/analog-data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4872/digital-data
http://lending-times.com/2016/06/20/over-12000-variables-of-alternative-data-for-36-billion-in-alternative-loans/
https://whatsthebigdata.com/2013/06/15/big-data-arrives-at-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
http://www.gartner.com/it-glossary/big-data/
http://www.gartner.com/it-glossary/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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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处在数据化发展阶段的哪个位置？ 

    任何机构的数据之旅都可以通过提两个简单的

问题开始：现在机构做出重大商业决策的流程是什

么？如果有更多的数据可用，或者目前可用的数据

能够变得更有条理，那么商业决策流程将发生哪些

改变？理解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制定数据战略的第一

步。图1中的总体性框架可以作为一个自我诊断工

具，供机构衡量自身所处的位置、制定将来的计划。 

    对机构现有数据能力和资源实施明晰的评估十

分重要。新兴市场中很多致力于普惠金融的FSP并

不具备所需的必要技能和预算，来支持战略性使用

数据的项目。但也正是由于这些限制条件，这些机

构能够从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中获益最多。与人力

资源或财务资源的普遍匮乏相对的是，很多FSP低

估了自身已有的数据的价值。与业内专家的谈话中

一再出现的主题便是机构需要在寻求外部资源之前

先充分意识到自身生成有意义数据的潜力。正如凯

捷管理顾问公司（Capgemini）的保罗·马奎斯(Paulo 

Marques)说的那样，“数据是通往未知的旅程，因

此，你必须先从已知的东西着手。”20 

 
图3 FSP利用高级分析开展普惠金融工作的市场分布
22 

 

 

大数据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全球影响力：大家

正在做什么？ 

    图3展示了据称是在核心业务模型中利用了大

数据的FSP的地理足迹。本文的附录中列出了这些机

构，并简单描述了每家机构是如何使用数据的。这

份清单建立在CGAP先前工作的基础上，并不代表对

全球金融业的全面分析。21然而，它意在说明以数字

化数据和高级分析推动普惠金融的做法无论在成熟

市场还是在新兴市场上都得到了迅速推广，以及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大数据推动普惠金融的商业模

型和使用案例的多样性。 

 

 

 

 

 

 

 

 

 
 

 
20. 与保罗·马奎斯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7 日。 

21.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22. 由于这些机构采用的大数据没有标准定义，我们列举了自称使用了大数据的机构，或明确使用替代性数据源扩展金融服

务惠及面度的机构。P2P 借款平台未纳入这些例子中。 

金融机构需要在寻求外部资源之前先充分

意识到自身生成有意义数据的潜力。正如凯

捷管理顾问公司（Capgemini）的保罗·马奎

斯(Paulo Marques)说的那样，“数据是通往

未知的旅程，因此，你必须先从已知的东西

着手。”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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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如何推动普惠金融？ 

    移动服务和互联网接入在全球的迅猛扩张为

了解客户行为开辟了新大陆。同时，随着可用数据

量的增加和数据源的激增，理解这些数据所用的分

析工具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得益于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进步等因素。因此，各家FSP都努力调

整自身的战略定位，令自己能够有效利用客户新生

成的数字足迹，争取比竞争对手更高效地锁定和服

务客户群。23
 

24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够差

异化地获取数据的机构更有可能成功。25
 
26

 CGAP
27

指出，根据他们的经验，一旦实现数字化，机构的

数据就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大领域的应用惠及FSP：

寻找新客户、深化客户关系以及管理风险。这些因

素导致了普惠金融行业中的数据服务供应商和数

据服务合作数量的激增，当然很多都处在初创阶

段，尚未成长为成熟的金融产品。 

 
    图4展示了FSP能够通过应用更多自动化和数据

驱动型决策优化的几种业务流程。数据分析是一个

基础，基于数据分析可以进行更有效的风险管理，

实现流程自动化、标准化和商业模型的创新，简化

客户获取方式、指导产品设计，并提升客户服务，

所有这些最终都将创造出更好的客户体验。这些要

素中的每一个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促进的，可以解

决传统商业流程和客户互动中各种效率低下的现象

或痛点。 

 

 

 
 

 

 

 

 

 
 

 

 
 

23.  https://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library/mobile-phone-data-key-promoting-financial-inclusion 

24.  http://mastercardcenter.org/insights/increasing-financial-inclusion-mobile-phones/ 

25.  https://hbr.org/2012/10/big-data-the-management-revolution/ar 

26.  https://www.pwc.es/es/publicaciones/tecnologia/assets/Seizing-The-Information-Advantage.pdf 

27.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图4 金融服务中的数据驱动型创新 

加强风险管理 实现商业模型
创新 

实现自动化/

标准化 

指导产品设计 简化客户获取
方式 

提升服务 

更好的客户体验 

数据分析 

https://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library/mobile-phone-data-key-promoting-financial-inclusion
http://mastercardcenter.org/insights/increasing-financial-inclusion-mobile-phones/
https://hbr.org/2012/10/big-data-the-management-revolution/ar
https://www.pwc.es/es/publicaciones/tecnologia/assets/Seizing-The-Information-Advantage.pdf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Focus-Note-The-Potential-of-Digital-Data-Jan-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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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普惠金融中数据驱动型创新模式的成功实例 

    下述许多实例可归类于多个标题之下，这也突显了图4中所描述的数据驱动型创新模式对不同流程的

好处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客户获取  流程自动化 
 

    MiMoni，作为墨西哥一家提供即时信贷决策的

互联网贷款机构，曾与社交媒体分析公司Kenshoo

合作，以确定其响应最强的客户群体，并以这一群

体为核心优化其社交媒体策略。MiMoni利用

Kenshoo对其Facebook广告宣传活动进行的大数据

分析，使客户获取成本下降了60%。30
 

 

    Lenddo提供的身份验证服务利用Facebook与

Android社交媒体数据，在5秒内即可完成客户身份

验证。31
 

    DemystData通过拼接和分析关于身份、就业、

收入等方面的离散数据点，为金融机构提供客户身

份验证服务，从而降低了对人工核查的需求。根据

DemystData的报告结果，由于信息不完善被拒绝的

客户中，有15%其实可以满足贷款审批要求，这一

发现使得其位于美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客户能够触及

新的客户群。32
 

 

市场营销 

 

   在Airtel（译者注：印度最大电信运营商）与加

纳HFC银行的合作中，Cignifi分析了两家机构的详

细客户通话记录，以了解高/低资本净值个人的通话

模式。Cignifi发现，短信使用可以成为可支配收入

的一个潜在代替值，同时也是触及高价值客户的有

效营销途径。41 

 

 

     数字化工作流程可以提高效率，并为金融机构

提供更加丰富、更富结构化的内部数据集，用于进

一步分析。在安信永先前收录的案例研究资料中，

印度微型金融机构Ujjivan与数字化CRM（客户关系

管理）服务提供商Artoo合作，以使其贷款申请流程

实现数字化。该项目使得Ujjivan信贷员产能提高了

134%。33同时，Ujjivan也利用其全新数字平台对贷

款周期进行实时分析。 

    先天熟悉数字技术的市场新进机构，从初始就

通过互联网借贷平台实现了贷款申请流程的自动

化，如墨西哥的Konfio或南非的Lulalend。34
 

 

产品开发 

 

    在客户融合和金融服务提供方面的新型数字渠

道的出现，也推动实现了企业对企业(B2B)创新的二

级服务层。例如，在肯尼亚，Kopo Kopo在现有

M-PESA基础架构之上创建了一套全新程序，针对先

前从未被开发过的客户群（译者注：M-PESA是肯尼

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推出的手机汇款及其他金融

服务）。M-PESA一开始只是个人对个人（P2P）的

汇款系统；随着其普及程度的提升，客户希望也可

以通过它来向商家付款，但是，商家在使用其个人

账户接受客户的个人付款时总会面临各种限制条

件。因此，M-PESA在商户中的采用率极低（不到市

场总份额的0.01%）。42有鉴于此，Kopo Kopo为商

家开发了一个商业管理平台，以便其方便使用

M-PESA接受客户付款，实现交易记录登记的自动

化。该平台启动三年内，Kopo Kopo推出的产品每

月交易额达300万美元。41 

 

 
28.  http://blogs.accion.org/fin-tech/new-report-msmes-small-business-credit-gap/ 

29.  与乔纳森·惠特尔(Jonathan Whittle)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30.  http://kenshoo.com/mimoni-case-study/ 

31.  https://www.lenddo.com/pdfs/Lenddo-Verification-Factsheet-2015.pdf 

32.  http://www.cgap.org/blog/big-data-financial-inclusion-boring-better 

http://blogs.accion.org/fin-tech/new-report-msmes-small-
http://kenshoo.com/mimoni-case-study/
https://www.lenddo.com/pdfs/Lenddo-Verification-
http://www.cgap.org/blog/big-data-financial-inclusion-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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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细分 

    数据驱动型创新模式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了

解客户，同时提供更直接的客户互动，从而提供更

相关的内容和个性化的产品。Juntos Finanzas提供

实时短信业务，分析客户的反馈情况，从而了解和

影响客户行为。该业务通过短信构建引导式对话，

以增强客户的信任感。在与每个客户签约业务后的

前几个月，Juntos团队都会快速测试和重复验证其短

信信息，以确保平台适应当地环境。试点项目增加

了客户储蓄额，降低了各分支机构的运营成本，优

化了客户细分。据创始人Ben Knelman介绍，Juntos

最大的一项增值点就是帮助机构获取有关客户需求

和客户行为的信息，而在这之前，银行是难以通过

传统客户互动方式获取这些信息的。39
 

 

客户融合 

 

    RevolutionCredit采用行为分析法来补充信贷

审批流程。该模式通过为客户提供一系列旨在提高

其财务能力的教学视频、测验和游戏，然后跟踪调

查其学习情况和行为，来帮助银行识别出实际表现

好于其信用评分的客户。40
 

 
信贷审批 

    根据安信永的经验，利用客户数据点进行信用

评分，已提高了全球多家金融机构的产能。一家在

加勒比地区运作的微型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社会人

口学统计数据和其他特征建立了一套信用评分机

制，从而帮助解决了产能低下的问题。引进速度更

快的数据驱动型信用评估流程后，该微型金融机构

使用基于Excel的简易系统，使其信贷员的产能在一

年内翻了一倍。35
 

 

    Aire利用行为经济学研究结果，在网上贷款申

请中加入了一个时长3分钟的远程访谈，用于评估贷

款申请人的性格和支付能力。FSP利用这些远程访谈

评分为那些很少甚至没有正式信用记录的人提供贷

款机会。由此，Aire的贷款放款额平均增加了14%。
37

 

 

    InVenture要求客户下载其移动应用程序，该程

序可扫描客户的手机，并利用扫描数据在20秒内提

供信用评分结果。38
 

 

业务模式 

 

    印度中小企业贷款机构NeoGrowth利用商业交

易记录，评估那些在传统上无法获得正规信贷的小

微企业。该机构与各大银行建立了系统化的合作关

系，开发了专有软件平台，可以与各银行POS机集

成，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交易数据库，以便其深入了

解这些通常被传统贷款机构忽视的小微企业。42
 

 
 

 
 

 

 

 

 

 

 

 

 

33.https://www.accion.org/sites/default/files/ujjivan_dfa_study.pdf  

34. http://blogs.accion.org/fin-tech/new-report-msmes-small-business-credit-gap/ 

35.Accion internal analysis 

36 .与Aneesh Varma的访谈, 2016年6月22日 

37 .http://aire.io/partners/ 

38. https://www.ft.com/content/6f5453d6-1b69-11e6-8fa5- 44094f6d9c46#axzz4ADUi6riM 

39.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Working-Paper-Juntos- Finanzas-A-Case-Study-Oct-2015.pdf 

40.与Ben Knelman的访谈, 2016年8月3日 

41.http://www.savings-banks.com/SiteCollectionDocuments/Cignifi.pdf 

42.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programme/m4d-impact/kopo-kopo 

http://www.savings-banks.com/SiteCollectionDocuments/Cignifi.pdf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programme/m4d-impact/kopo-k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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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普惠金融业最常见的数据应用情况是是

利用数据深入了解和分析那些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正

式信用记录的客户。除了利用替代性数据源开发客

户评分外，信贷审批和数字贷款平台的创新也通过

实现自动化决策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客户获取成本，

从而为机构增加了价值。 

    然而，利用数据推动普惠金融的潜在优势还不

限于此，而是适用于商业运营的各个方面。上页方

框1提供了几个不同领域中的数据驱动型创新模式

的实例。Quona Capital的乔纳森·惠特尔(Jonathan 

Whittle)表示，“FSP需要注意任何服务于其目标客

户群的组织机构的创新，即使这些机构的业务是在

金融领域之外。”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即为一个典

型实例，展示了电子商务平台及其他机构是如何利

用交易数据为其平台上的小微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

服务的。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数据分析实现的业务流

程改进，除在纵向业务领域间创建内部链接外，还

可在传统意义上的不同行业间创建链接。同时，这

也意味着竞争随处可在。 

  

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即为一

个典型实例，展示了电子商务平台及其他机

构是如何利用交易数据为其平台上的小微

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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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式的改进契机 

   上述实例的共同点是：无论数据来源、规模或复杂程度如何，金融机构

都能够从中获取价值。然而，如上所述，业务模式的改进契机不仅仅源于

数据分析。构建处理数据的能力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 

 

    针对任何机构而言，数据战略与实施计划的制

定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比如，该机构的目标、现

有技术基础设施、对流程和系统的控制水平、以及

资源投入程度。像许多产品规划和设计流程一样，

开发和实施数据战略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四个

阶段：探索、准备、试行和实施。图5展示了这些阶

段。 

     接下来的部分将详细介绍每个阶段所需的步

骤。总体目标是制定数据战略与实施计划。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FSP都有意或愿意在组织内部完成全

过程，但FSP至少应该在内部处理完其中一些问题，

然后再将其移交给第三方。组织拥有主人翁意识和

责任感是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 

 

 

 

图 5 从数据中获取价值的框架 
 
 

 

3.0    

安信永 

洞察报告 

从数据中获取价值的框架 
 

探索 准备 试行 实施 

步骤1-2 

 

确定制定决策的关键业

务单元，确定将要实现的

目标和目的（2-4 周） 

步骤3-6 

 

确定数据源，界定受影响

的流程，确定已有以及所

需的数据，了解 IT 基础设

施和存在的缺口，确定技

术方案和流程改进项，制

定试行计划（6-10 周） 

步骤7-8 

 

在试点中部署改进后的

流程和技术，完善假设条

件，测试有效性，调整直

至最佳性能（4-8 周） 

步骤9 

 

测试系统的弹性，为员工

制定培训方案，实施变革

管理策略（8-1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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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了解您的数据目标 

    数据最好、最精确的用途是预测业务成果，因此，

企业应该将数据用于评估核心业务目标。实施数据项

目时，组织机构应该首先询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做？通过使用和分析数据可以更好地评估或提高哪

些业务目标？”例如，该目标可能是提高产能或盈利

能力，总之应该体现出一些具体的业务目标。哈佛商

学院的研究表明，利用数据制定决策的企业更有成

效，盈利水平更高。43
 

鉴于数据的战略性质及其对业务的长期影响，

除考虑个别业务领域的具体目标外，还必须考虑跨业

务部门的组织目标（例如，通过改进产品设计、营销

方式、交付渠道、客户服务等来提高客户保留率）。

无论数字项目范围如何，该项工作均需要所有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最佳做法是：成立一个由各

业务职能或部门（包括参与设定机构战略方向的高层

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代表组成的工作组，观察机构

数据管理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Quona Capital的乔

纳森·惠特尔(Jonathan Whittle)认为，数据可以提升整

个组织的效率，打破沟通障碍和部门单一作战的局

面，实现跨业务领域的全景分析。44 

 

 

 

步骤2：构建优先目标路线图 

    以组织目标为出发点，制定一系列可在9-12个

月内完成实施的优先目标或举措。根据其对战略的

相对重要性和实施的难易程度（考虑到您所属机构

的资源、能力以及在图1所示的数字化发展阶段中的

当前位置），为这些目标或举措进行优先度排序，

从而创建一套被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项目路线图。

列出所有目标很重要，这样可以清楚地确定任何依

存关系及共用数据集。 

    短期内，机构的数据战略和能力应当能够满足

提供紧急分析支持、指导业务即时性决策的需求。

从长远来看，机构应当构建一套战略，用以获取独

特的信息优势。 

 

 

 
 

 

 
 

 

 
 

 

 
 

 

 
 

 

 
 

 

 
 

43. https://hbr.org/2012/10/big-data-the-management-revolution 

44 .与 Jonathan Whittle 的访谈, 2016 年 8 月 9 日 
 

安信永美国区高级副总裁兼数字部负责人Alex Holderness认为，在与

员工一起讨论绘制流程时，要把自己当成是数据库，这将有助于从

系统的角度看待问题：例如，询问该信息主要用途是什么、以及系

统中信息是如何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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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绘制业务流程，创建数据清单 

 

    确定哪些现有数据有助于实现优先目标，同时

记录生成和存储这些数据的位置，以便创建“数据

清单”。在常规业务运作（如贷款申请）中，不同

流程中的员工经常收集和使用不同或不相连接的系

统数据。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数据流和交点，并与

现有书面政策及程序对照，以便发现人们实际工作

及制定决策的过程。这并非是一个发现违规事项的

审计过程，而是一项发现痛点和改进领域的流程绘

制工作。完成一项操作所需的数据点有哪些？该信

息如何进入系统？将在哪儿存储？决策最终是如何

制定出的？ 

    绘制整个业务流程将有助于答复上述问题。安

信永美国区高级副总裁兼数字部负责人Alex 

Holderness认为，在与员工一起讨论绘制流程时，要

把自己当成是数据库，这将有助于从系统的角度看

待问题：例如，询问该信息主要用途是什么、以及

系统中信息流是怎样的？这些信息在决策中起什么

作用？如果我们想实现自动化，该如何让系统学习

哪些信息是重要的？45如果想要成功分析和自动化

流程，每一个人为主观的假设都需要被解构和分析

其中的逻辑。 

     绘制流程的工作中应包括在每一步都要求关键

决策者描述其日常工作（这点可通过几个小时的访

谈及工作观摩活动来实现）。分析过程中，应注意

使用非绝对化的语言和“软”动词，暗示主观价值

判断，如“可能”、“可以”、“取决于以下情况”

等等，以确定决策规则与相应的例外情况。适合在

该阶段询问的问题包括：我们可以保证所有这些字

段始终都会被填写吗？例如，如果该字段是空白的，

流程是否会停止？继续该流程需要哪些信息？46
 

     如何开始？M-PESA联合创始人保罗 ·马金

(Paul Makin)认为，机构应当首先允许其业务团队利

用Excel等工具分析处理可用数据，只需“寻找有意

义的规律”。他们提出的有关数据的问题应当在制定

所有数据项目目标时作为参考。该工作流程能够使

业务运营团队更好地了解其系统中的可用数据，同

时确保业务见解引导数据分析，而非数据分析引导

业务见解。47
 银行服务前沿联盟（Bankable Frontier 

Associates）的Johann Bezoudienhoudt着重强调了这

一点，指出“深入了解运营流程的人员与仅仅具备

统计分析技术能力的人员相比，两者视角中，可从

数据中提取的价值的多少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深入

了解业务运营的人对于分析功能的成功与否至关重

要。”48
 

 
 

 

 
 

 

 
 

 
 

 

 
 

 

 
 

 

45.  与 Alex Holderness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29 日。 

46.  同上。 

47.  与保罗·马金(Paul Makin)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1 日。 

48.  与 Johann Bezoudienhoudt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49.  与 Selorm Adadevoh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2 日。 

 
M-PESA联合创始人保罗·马金(Paul Makin)认为，机构应

当首先允许其业务团队利用Excel等工具分析处理可用数

据，只需“寻找有意义的规律”。他们提出的有关数据

的问题应当在制定数据项目目标时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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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时，需要对您的业务运营团队处理和解

读其部门数据的能力进行评估。在图1的数据化发展

阶段中，如果机构拥有能在业务和数据两个领域熟

练操作的人员，那么数据能力属于“成熟”。Digicel

海地首席执行官Selorm Adadevoh通过分享他的决

策框架，在他的团队中培养起了这种能力。这有助

于团队了解他在做出业务决策之前需要什么样的信

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团队将此框架纳入他们的

思维模式，从而能无缝支持CEO的决策。 

    总之，需要查看达成目标所需的关键流程。要

绘制数据点、每个数据点的位置以及流程中访问这

些数据点所需的权限。此数据流程图将会清晰地显

示贵机构的“数据清单”，可用于识别当前数据收集

中的冗余或缺口。这是构建数据战略的基础。 

 

 
 

 

 

 

 

 

 

 

 

 

 

 

 

 

 

 

 

 

 

 

 

 

 

 

 

 

 

 

 

 
 

49.  与 Selorm Adadevoh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2 日 

完成流程图后，您应当对机构的“数据清

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用于确定目前数

据收集的冗余或缺口。这是构建数据战略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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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识别当前数据收集中的冗余和

缺口 

    机构要使用流程图和数据清单作为工作文件，

建立工作组来 1)确定流程中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

2)创建想获取的数据点的清单，有了这个将使做决

策和响应客户的过程更有效率。在做这份清单时要

加入当前的任何第三方数据源，如征信中心、纳税

信息等，此外如果适用，也请考虑您现在或将来可

能希望整合的其他“替代性”数据源。在这项工作

中，您可能想问自己：“如果成本不是问题，您想

要什么信息？”除了更好地提升利用内部数据的能

力外，FSP还应考虑是否整合补充数据源，包括社

交媒体或政府数据集、帐单支付历史或呼叫数据记

录。考虑这些数据的潜在来源以及将其添加到您的

数据库中的可行性，无论是针对采购成本还是集成

难易程度。 

    图6描绘了数据生态系统，说明了在任意特定数

据点的生命周期和价值链中，从数据产生、分析到

使用的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多重身份。例如，FSP“生

成”关于其客户的财务业绩的数据，随即可以通过

使用高级分析法对其进行“转化”、创建业务分析，

并通过将分析应用至信贷分析、客户融合等目的进

行“消费”。 

 
图6. 数据生态系统 

 

    当前正在生成或可能被捕获的数据的价值可以

根据其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以助

于在工作流程内确定优先级。确定当前业务分析中

关键数据点的优先性，有助于将精力集中在最具影

响力的领域。Quona Capital的米格尔·埃雷拉(Miguel 

Herrera)认为，金融科技成功运营的主要优势在于能

够发现业务决策所需的最少变量，并快速发挥它们

的价值。为了提炼这个最少数量的有效数据集，必

须反复审视特定数据点是否必要的假设。 

 

 

 

 

 

 

 

 

 

 

 

 

 

 

 

 
 

50.  与米格尔·埃雷拉(Miguel Herrera)的访谈，2016 年 8 月 4 日。 

 

 
Quona Capital 的米格尔埃雷拉 (Miguel 

Herrera)认为，金融科技成功运营的主要

优势在于能够发现业务决策所需的最少变

量，并快速发挥它们的价值。 

数据监管者 

数据消费者 

数据生成者 数据转化者 

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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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技术项目中，成功往往取决于需求定

义的是否彻底。如果目标和要求不清楚，项

目可能会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至少遇到严重

的挫折和延误。 

 

 

 

 

 

步骤5：了解您的IT系统架构 

    数据实施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了解机

构的技术基础设施。有什么系统已经到位？怎么操

作？系统和基础设施是否内置弹性（例如在系统规

模和灾难恢复方面）？ 存储在单台计算机上的内

容有哪些、以及共享环境中可用的内容有哪些？基

于这些理解，我们需要概述数据实施所需的技术架

构，并识别适当的供应商和提供商来填补现有架构

中的任何空白。对您的IT系统架构的了解还有助于

设定供应商需求建议书(RFP)的技术规范，具体见

下文。 

    在与数据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之前，机构必须

慎重考虑他们想要获得什么、需要什么。技术供应

商通常只完成被要求的内容，如果目标和要求不清

楚，该项目可能会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至少遇到严

重的挫折和拖延。 

 
    图7概述了将业务目标转化为功能和技术要求时

的一些关键问题，以确保最终用于供应商选择的RFP

符合机构的需求和期望。在描述每项业务要求时，必

须清楚地记录任何已知的约束、假设和依赖关系，这

就是为什么由业务团队而非IT人员来确定这些业务

要求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业务需求。功能

要求应尽可能描述解决方案在不同业务条件下的预

期表现和反应。接着通过技术规格概述支持业务和功

能需求所需的技术。 

 

图 7. 业务要求记录 
 

 
 

•  FSP希望实现哪些业务目标？ 

•  将会解决哪些客户需求？ 

•  涉及哪些业务流程？ 

•  哪些因素会决定成功？ 

•  系统需要如何运作？ 

•  不同条件下的决策有何不同？ 

•  业务流程在功能活动和任务中如何

分解？ 

•  需要什么类型的技术来支持功能？ 

•  系统如何沟通？ 

•  数据如何记录、存储和分析？ 

 
 

 

 
 

 

 
 

 

 
 

 

 
 

 

 
 

51.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在业务中使用任何技术的第一条规则是，将自动化应用于高效运营将会提高效率；第二条则是

将自动化应用于低效运行将会使效率更低。” 
https://www.capgemini.com/blog/bpo-thought-process/2015/01/tempted-to-rewrite-bill-gates-rules-on-automation 

52.  与 Ganesh Rengaswamy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业务要求 功能要求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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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手动系统更难监测、更难根据

分析结果快速调整，因此也很难在第一时

间产生分析结果。数字化数据更容易聚合

和分析，因此缩短了响应时间。 

 

 

 

    需要注意，这个过程是一个迭代过程。也就是

说，可能有些情况下，某些预想的功能要求可能无

法实现或现有技术不支持，反之亦然。例如，如果

难以确保有可靠或实时的数据字段（例如在访问征

信中心报告等公共数据集时），则需要在系统设计

时确保能在操作模型中处理预期的不确定程度。如

果征信中心数据访问不可靠，则贷款处理流程应设

计为能够独立收集所有其他可用信息，而不是在申

请人的信用评分得到确认前、所有活动都无法进行。

当机构能够明确表述预期成果时，建立商业论证和

需求报告变得更加容易。在任何技术项目中，成功

往往取决于需求定义的是否彻底。 

     技术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数据的安全性，

特别是在分布式或基于云的环境中。根据商定的角

色和责任，确保访问权可控。在构建系统架构安全

基础的同时，贵机构需要确保遵守所在国家的保密

法律。这一点从流程的角度来看也很重要，它确保

员工通过这方面的培训并且有意识遵守合规要求，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处理数据的方式。 

 

 

方框 2. 战略性、系统性地实现数据数字化 

    流程绘制工作（以及步骤1-5中的探索和准备工作）是规划数据化工作的基础。在开始数据数字化和流

程自动化之前，应确保数据点是否有价值；否则会有加倍效率低下的风险51。例如，在贷款申请表格中，

那些经常留空不填、却不影响最终业务决策的数据字段应该去掉，以简化最终结果，而不是自动化收集不

相关的数据。 

    数据的完整数字化和流程的完全自动化是更成熟的数据化机构的长期目标和后期目标（见图1）。确

定您的组织是否正在手动收集和存储任何操作数据。您的组织是否有数据数字化和流程自动化的长期计

划？简单地说，手动系统更难监测、更难根据分析结果快速调整，因此也很难在第一时间产生分析结果。

数字化数据更容易聚合和分析，因此缩短了响应时间。这并不意味着手动流程对业务决策没用。例如，

NeoGrowth有意在运营的初期使用很多手动流程，进行对客户的深入了解，然后选出从手动流程中收集的

最相关数据来实现数据化转型52。 

    数字化数据的第一步，可以是雇用数据录入人员来记录先前埋没在纸质文件中的数据，并且在流程描

绘之后识别对决策有用的数据。具有数字化策略的机构通常会以分阶段的方式对流程进行自动化，从长远

的角度考虑如何将临时流程与现有的数据平台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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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可以结构化、半结构化或完全非结构化。

结构化数据集（例如，行和列统一标记的Excel电子

表格或其他关系型数据库）在用于分析之前只需要

进行简单清理。半结构化数据集需要以有意义的方

式重新整理，让数据点可以与机构现有数据集相关

联；这通常涉及识别规律并分类。非结构化数据集

（例如，文本如电子邮件、Word文档、社交媒体文

章、或音频或视频文件）也需要识别和匹配。但是，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之间的界限不总是清晰的；社交

媒体文章具有日期和时间标志，并且可能具有标签

或其他结构化元素。非结构化数据需要应用程序接

口(API)来将数据提取到FSP的内部系统中。因此，

每次外部API更新时，FSP就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其数

据提取过程53。 

 

     手动收集的数据应尽可能以结构化的方式存储，

以便最终将其作为历史数据迁移到实时系统。例如，

印度的金融机构Aye Finance最近将贷款管理系统数

字化。据Aye的IT应用实施负责人Nitin Bhardwaj表示，

由于历史数据以特定结构保存，使将其迁移到核心银

行解决方案平台变得更加容易。54如果半结构或非结

构化数据需要太多资源来有效地分析，FSP可以考虑

利用中间件服务，中间件是连接软件组件或企业应用

程序的软件，可专门从各种来源提取非结构化数据，

并以可用格式传递数据。除数据架构的问题外，各FSP

需决定要遵循的适用业务规则，无论纳入其信贷审核

和信用评分流程中的是何种数据类型。 

    在没有长期分析计划时收集数据可能是浪费机

会。例如，安信永的区域总监Abhishek Aggrawal发现

有一家机构为贷款申请人开设了金融知识课程，并随

后对其进行测试。原本他们并没有打算将测试分数用

于评估客户信用，但当他们把这些数据数字化后，发

现测试成绩相当准确地预测了贷款违约率。 

 

 

 

 

 

 
 

 

 
 

 

 
 

 

 
 

 

 
 

 
 

 

 

 

 

 
 

 

 
 

 

53.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apps/changelog 

54.  与 Nitin Bhardwaj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6 日 

在没有长期分析计划时收集数据可能是在

浪费机会。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apps/chang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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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与 Paulo Marques 的访谈。 2016 年 8 月 18 日 

56.  与 Amee Parbhoo（2016 年 8 月 16 日）和 Mike Ogbalu（2016 年 8 月 17 日）的访谈。 

 
当被问到对想要构建数据系统的机构有什

么建议时，凯捷的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保

罗·马克斯(Paulo Marques)告诉我们：“时

刻准备应对变化，每隔几个月都要准备改

变原先的假设。” 

 

 

步骤6：修改流程和文化 

 

    当被问到对想要构建数据系统的机构有什么建

议时，，凯捷的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保罗·马克斯

(Paulo Marques)告诉我们：“时刻准备应对变化，

每隔几个月都要准备改变原先的假设。”55机构应

仔细管理预期，并愿意包容不确定性，才能成功实

现创新，无论这意味着用新的方式分析旧数据还是

将新数据和流程纳入旧系统中。 

    修改流程需要强有力的变革管理，将组织文化

和行为习惯转向期望的方向，这通常是成功实施新

技术或系统的过程中最被低估的因素。机构必须愿

意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并接受改变，无论是

建立内部数据能力还是外包。安信永高级投资官员

Amee Parbhoo和 Interswitch分部首席执行官Mike 

Ogbalu都指出，FSP指望金融科技合作伙伴来主导变

革常常是新举措失败的原因56。机构要使用实施步

骤早期（第4步骤）中设置的工作组，帮助制定变革

管理策略，并指导机构实施这一策略。 

 以清晰的沟通开始 

 

培养对数据的反应能力往往需要组织流程进行

改变。建立新的运营流程需要组织内所有员工充分

的参与，思考对当前角色和激励架构的影响。当一

个机构准备在新的方式上投入财务资源时，它必须

在整个过程中引导员工一起改变。员工必须了解为

什么推行的改变对于组织的未来意义重大，以及它

们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突出的问题包括抵制

新的运营方式，包括改变信贷方法、产品管理或其

他活动。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员工反馈都应作为

变革管理流程中的考虑因素。清晰的沟通和期望管

理可以帮助建立真正的主人翁意识，这有助于获得

员工的支持。 

 

     例如，安信永与非洲的一家微型金融机构合作

过，他们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自动化信贷预批

准评分系统，却遭到来自信贷员的巨大阻力。他们

认为预批准评分系统让信贷员的意见变得无关紧

要。但是该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多时

间去专注于更复杂的客户申请，这样他们的产能可

以提高。这家微型金融机构对信贷员的每笔新增贷

款都有奖励；由于预批准评分系统标出明确的批准

或拒绝决定，信贷员可以专注于系统意见不明确的

申请上，从而可能提高贷款余额和薪酬。然而，这

些改变最初并没有充分传达给员工，导致一线员工

对新系统缺乏热情，系统采用情况令人失望。这个

例子说明了制定员工培训和沟通计划的重要性，这

类培训和沟通不仅仅只是介绍新系统的功能，而应

该说明新系统对员工个人、客户和整个机构带来的

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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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激励措施，提高敏捷性 

 

    如果价值主张与员工的激励措施不一致，清晰

沟通就会适得其反。Startup Bootcamp 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 Nektarios Liolios 表示，传统的 FSP 很

少为中层管理人员提供任何创新激励措施。要确定

您是否有这种情况，请考虑：机构对实验和失败的

态度是什么？在关键绩效指标（KPI）中，学习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被强调，尤其是与最终产出相比？如

果只是孤立地分析数据，而不基于分析结果改变行

为或决策过程，数据对机构的用处是有限的；然而，

除非管理层明确鼓励和奖励新尝试，积极培养数据

驱动型决策的环境，否则员工很难会在现有流程依

然盈利的前提下去尝试新的做法。许多机构面临的

挑战就是建立一种能渗透到各层级的、数据驱动型

的文化，但对于那些成功的机构来说，高级管理层

人员是设定创新型工作文化的关键。58
 

 

 

    设立衡量成功的关键指标能让您的机构摆脱限

制，创造性地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NeoGrowth 已经

实施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据创新，以支持其增长战

略。NeoGrowth 的首席技术官 Raju Shetty 表示这些

创新之所以可以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机构专注

于单一问题，即如何降低获客成本。59 由于对这一挑

战的关注，NeoGrowth 的团队尝试多种平行的干预措

施，利用尽可能多的数据源来降低成本、解决与客户

获取相关的难题。 

 

 

 

 

 

 

 

 

 

 

 

 

 

 

 

 

 

 

 

 

 

 

 

 
 

57.与 Nektarios Liolios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58.Schein, Edgar H，组织文化和领导力（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第二卷，约翰威立出版社，2010 年。 

59.与 Raju Shetty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24 日。 

如果只是孤立地分析数据，而不基于分析结果改变行为或决策过程，

数据对机构的用处是有限的；然而，除非管理层明确鼓励和奖励新

尝试，积极培养数据驱动型决策的环境，员工很难会在现有流程依

然盈利的前提下去尝试新的做法。 
 

 



 

安信永全球咨询方案部 第 23 页 
 

 
 

 

 

 

    决策结构中的高壁垒常使得机构难以对数据分

析结果作出反应，即使在小型渐进式试验中也是如

此。知识共享的壁垒在初创公司中较低，因为初创

时期的发展为小团队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但是，

在公司早期发展阶段中合作的顺利可能会导致机构

低估将这种环境结构化的重要性、让合作精神能随

着机构的发展成熟延续下去的重要性。在与拉丁美

洲一家顶尖的微型金融机构合作期间，安信永发现

信贷员正在非正式地使用 WhatsApp（译者注：一种

类似微信的即时通信应用程序）来互相支持、答疑

解难。了解各级员工用于沟通的途径和系统，可以

帮助了解信息是如何在机构内流动，并为如何改进

流程提供新的想法。我们要询问，信息在机构中是

通过哪些渠道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和跨部门流动？ 

 

   除了与员工定期沟通外，机构还应对现有的结构

进行评估，以促进文档和数据的正式共享。常见的

第一步是从临时和分散的文档共享系统升级到公司

级的知识共享云平台。在许多大型传统的 FSP 中，

内部合规标准限制了数据共享。这些标准应尽可能

合理化，确保没有过于放大或忽视信息分享的风险。 

 

     机构鼓励创新时可以考虑使用敏捷式开发体

系，该体系在软件行业中作为一种快速创新方法已

经十分流行。60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几

个结构性改变，来构建一个“敏捷性”组织，即具有问

题解决能力、数据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组织。61

他们的两个关键原则是：1) 赋能一线管理人员，让

他们能够做出决策和试验；2) 引入快速反馈回路，

在实施阶段早期就可以了解试点措施的潜在影响，

而不是等到调整措施变困难时才进行分析。更明确

地说，这意味着新系统的管理者和最终用户都应该

对产品开发作出积极贡献，这样机构才能更好地利

用员工的集体智慧。 

 

    机构也可以定期组织活动，来提供积极合作和

分享知识的机会。例如，一个机构通过组织员工创

新挑战赛，来集思广益。根据该机构负责寻找外部

创新合作伙伴的员工介绍，，在比赛中机构员工产生

创意的质量超过预期。这次经验使他意识到机构在

创新方面具有相当可观的内在能力；所面临的挑战

是建立能有效利用这些创新想法的制度化机制。 

 

 

 

 

 

 

 

 

 

 

 

 

 

 

 

 

 

 

 

 

 
60.  http://agilemanifesto.org/ 

61.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1426292_file_Andrews_Pritchett_Woolcock_traps_FINAL_0.pdf 

 许多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建立一种能渗透

到各层级的、数据驱动型的文化，但对于

那些成功的机构来说，高级管理层人员是

设定创新型工作文化的关键。 

http://agilemanifesto.org/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1426292_file_Andrews_Pritchett_Woolcock_traps_FINAL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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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7：准备好之前不要冒进 

    尽管快速启动、快速得到结果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是以可控的方式尝试端对端解决方案非常关键。该

方式从相对较小的样本中尽可能多地汲取经验，然后

进一步修订流程和技术。您需要测试您的假设：试点

是否达到您的预期目标？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否

能支持继续下一步的商业论证？图 8 概述了在判断

是否扩大试点方案时的几个评估成本效益的手段。 

 

关注基本原理 

 

    随着可供分析的客户数据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

构建新算法的诱惑力也在增加。这种追求新事物的趋

势在不进行商业常识判断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出不合

理的结论。例如，Aire 的创始人 Aneesh Varma 分享

了另一家创业公司的故事，他们试图使 FSP 相信贷款

申请人的星座能预测还款可能性。62 即使在特定数据

集中的确存在这种相关性，它也不太可能具备很强的

预测能力。63 在根据未证实的相关性建立算法之前，

FSP 需要在数据化决策过程中建立把关机制，以确保

其实际经验、业务知识和对客户的了解支持最终结

果。正如 Varma 所描述的那样，其公司的核心论题是

“人类思维具有辨别最佳信用客户的潜能，因为它能

够很好地理解情境，所以 Aire 试图使用数据和技术

来模拟几十年来信贷员工作的基本原理”。 

  

图 8.成本效益的关键驱动因素 

 

 

成本 

资本支出：平台开发、整合、实施、

培训 

运营支出：平台支持和维护(SaaS)、

人力资本 

无形支出：文化与变革管理 

 

 

 

收益 

节省成本：重新分配工资，减少不

良贷款/欺诈，提高产能/效率，降

低获客成本/客户流失 

增加收入：增加销售/交叉销售/市

场份额，新客户，忠诚度 

无形收益：客户体验/品牌价值，战

略定位/市场差异化 

 

 

 

 

 

 

 

 

 

 

 

 

 

 

 

 

 

 

 
 

62.与 Aneesh Verma 的访谈，2016 年 7 月 20 日。 

63. 文章“一个不严肃的网站恰当说明了现实世界中的虚假相关性”，http://tylervigen.com/spurious-correlations。 
 

FSP 需要在数据化决策过程中建立把关机

制，以确保其实际经验、业务知识和对客户

的了解支持其最终结果。 

 

http://tylervigen.com/spurious-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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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na Capital 的 Ganesh Rengaswamy 表示，数据分析团

队所做的早期工作绝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力密集的数据

收集和清洗上。他建议组建一个愿意主动追踪数据的团

队，而不是一个等着接收现成数据的团队。 
 

 

 

 

 

 

聘用合适的人才 

 

    机构需要同时培养分析能力和运营能力，分析

能力用于监测和解释数据中的明显趋势，运营能力

用于对实时的业务分析做出回应。弄清楚谁在您的

机构中负责处理数据查询请求，他们是否有能力处

理好机构在未来可能需要进行的数据查询？这是

一个核心业务功能，而不是 IT 功能。 

 

    访谈过程中得出的一条普遍建议是：在构建数

据能力的初始阶段没有必要聘请高资历的分析师。

具有高级统计学位的应聘者习惯于应用成熟的数

据系统，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结构化的数据。

Quona Capital 的 Ganesh Rengaswamy 表示，数据分

析团队所做的早期工作绝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力密

集的数据收集和清洗上。他建议组建一个愿意主动

追踪数据的团队，而不是一个等着接收现成数据的

团队。 

 

    Ixio Analytics 公司的 Ekow Duker 分享的一个

招聘窍门是，结构化面试问题，重点考察应聘者的

问题解决能力。招聘经理可以要求应聘者在小组中

解决一个量化问题，并且寻找那些不仅可以产生结

构化解决方案、同时还善于与他人合作的人。其他

应该留意的应聘者特征包括拥有自学而来的技能、

和强烈好奇心的年轻人。 

     至少，FSP 应培养内部能力来建立业务假设，通

过数据进行测试，并判断结果是否合理。 如果项目

涉及与第三方合作（例如构建或提供分析平台），一

旦确定了所需的服务，并且已经确定了合适的供应商

候选名单，机构则需要对供应商进行评估。 大多数

行业专家认为，在这一点上，经验决定一切。FSP 的

资源是有限的，无法在没有成功经验的服务提供商身

上冒险。Johann Bezoudienhoudt 表示，重要的是寻找

兼有技术专长和相关领域经验的供应商。65
 Mike 

Ogbalu 进一步强调，需要确保 FSP 能够得到合格的

本地支持系统的服务。因为如果支持团队在不同的时

区和工作环境，就很难提供识别和排除故障的服务。
66 

 

 

步骤8：制定数据治理战略和管理措施 

 

    建立数据管理团队或流程来确保定期监测产出

情况十分重要。您需要不断地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真

实性。这可以通过检查较大的极端值或确保数据的内

部一致性来实现，也就是说，没有逻辑上相互矛盾的

记录。从各种来源（包括内部、第三方、以及“软”

数据、非结构化数据）集成的数据，结果分析是否“有

意义”？第三方数据提供者的付款条件应取决于数

据是否能通过内部质量检查。关于故障时间、投诉解

决、合规性报告或其他的责任都应该提前规定好。 

 

 

 

 

 

 

 

 

 

 

 

 

 

 

 

 
64.与 Ganesh Rengaswamy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65.与 Johann Bezoudienhoudt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9 日。 

66.与 Mike Ogbalu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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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治理是管理工作中又一重要部分，因为这

确保数据收集符合不时变换的当地法规。这其中包

括必要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对数据源或聚合数据集

的越权访问。通过开放性应用程序接口或其他来源

获得的第三方数据通常会有使用条款和条件的限

制。对于不是自有系统生成的数据，获取合法的数

据使用权至关重要。弄清楚对第三方数据的处理哪

些是被允许的、哪些又是被禁止的，将有助您判断

投资是否值当。 

    随着机构开始扩大其数据使用，需要遵循新的

监管框架。积极贯彻标准化规章制度和协议可提高

合作伙伴和客户的信心。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缺少

清晰的数据安全法律体制，特别是在新的商业模式

背景下。在我们采访的机构中，那些在充满不确定

性的法律环境下运营的机构正向拥有更为成熟的

监管体系的国家借鉴最佳做法。 

   例如，米凯·奥格拉(Mike Ogbalu)提到，对于非

洲最大的支付网络——InterSwitch来说，数据安全

是客户价值主张的核心。尽管它在各种不同监管环

境下运行，但InterSwitch遵循最严格的数据处理标

准以及全球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67 同样的，

海地加勒比电讯营运商海地分部(Digicel Haiti)的首

席执行官Selorm Adavedoh也认为，海地的法规滞后

于数据收集的实际发展情况。因此，Digicel Haiti

制定了针对客户数据使用的内部检查机制。68 采取

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措施将避免后续棘手的问题出

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确保FSP采取严格的数

据安全标准方面应该发挥作用。 

 

 

 

 

 

 

     围绕数据伦理学69、有效披露和知情同意的辩论

还在持续。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最近在坦

桑尼亚所做的研究发现，许多消费者愿意用私人信息

换得优化的服务。70 然而，在弱势客户极易被利用的

大环境下，构建系统化检查机制以尊重客户私人数据

是建设道德企业的重要基石。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态度

有助于提高对消费者保护的标准。例如，在印度，一

个行业联盟正协力创建一个系统，利用印度生物识别

身份证，允许特殊顾客选择分享多少私人数据，和谁

分享，以及分享多久。71 
Cignifi 公司的的乔纳森·哈

基姆(Jonathan Hakim)认为，坚持在消费者保护方面

秉承高标准是一个战略性决策，因为这恰恰是市场发

展的趋势，以合乎伦理的方式使用数据是符合商业意

义的。72
 

 

  

67. 与米凯·奥格拉(Mike Ogbalu)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7 日 

68.  与 Selorm Adadevoh 的访谈，2016 年 8 月 12 日 

69.  http://sloanreview.mit.edu/article/achieving-trust-through-data-ethics/ 

70.  http://www.cgap.org/publications/informed-consent-how-do-we-make-it-work-移动数据-credit-scoring 

71.  与桑杰·斯瓦米(Sanjay Swamy)的访谈，2016 年 8 月 23 日 

72.  与乔纳森·哈基姆(Jonathan Hakim)的访谈， 2016 年 8 月 25 日 

坚持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秉承高标准是一个

战略性决策，因为这恰恰是市场发展的趋

势，以合乎伦理的方式使用数据是符合商业

意义的。 

 

http://sloanreview.mit.edu/article/achieving-trust-through-data-ethics/
http://www.cgap.org/publications/informed-consent-how-do-we-make-it-work-mobile-credit-sc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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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丰富的机会固然激动人心，但

也需保留和任何商业冒险同样程度的谨慎。本研究

中列举的很多成功商业模式都还处于早期，尚未证

明其长期可行性。对于所有FSP来说，监测经济周

期依然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根据宏观经济趋势不断

调整风险参数。一个设计合理的数据驱动型方案也

可帮助机构追踪此类参数，将宏观经济趋势与贷款

战略相结合。数据驱动型的决策制定应该立足经济

现实，基本的风险降低策略也仍然有参考价值。 

 

 

步骤9：在整个机构中加以推行 

    和内部变革管理一样，金融科技企业反复强调：

与供应商或其他第三方合作时，规律且清晰的沟通

对实现成功的项目管理有多么重要，例如在推出一

个新的数据平台、产品或者服务时。我们须确保沟

通线一直延伸到负责产品交付的团队。一家大型非

洲银行在一个关键市场上开发移动货币平台时陷入

了困境，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技术服务提供商将

产品研发的部分环节分包给其他第三方供应商，而

银行很难对这些其他供应商进行评估。这些中间层

导致沟通滞后，从而拖慢进程。 

 
    埃塞俄比亚的数字金融服务提供商Kifiya公司的

穆尼尔·杜里(Munir Duri)分享了Kifiya如何通过惨痛

教训意识到了有效沟通策略的重要性。在公司初期阶

段，Kifiya与当地一家微型金融机构签订了协议，帮

助后者建设无网点银行的运营能力。尽管这一协议当

时已获得高级管理层通过，但技术人员对数据安全的

担忧差点中断了这一协议的履行。Kifiya暂停了项目

的实施，引入不同专家为该机构的员工开展工作坊，

解释实施要求和协议，这缓解了机构运营团队的担

忧，给予他们信心。自此以后，Kifiya建立了内部团

队，为每家合作机构都开展此类工作坊，使其成为了

合作内容的一部分。73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金融科技伙伴都拥有提供这

种支持所需要的资源。FSP在管理伙伴关系方面承担

同等的责任。Juntos Finanza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本·科尔曼(Ben Knelman)曾与多个FSP在客户融

合方面展开合作，他说管理新合作伙伴关系好比新婚

时期：你应该敏锐感受对方的需求，并据此调整自己

的行为。74本·科尔曼(Ben Knelman)举例提到了创业

者常遇到的挑战之一：现金流。他说，FSP一方小小

的调整（例如及时支付供应商），将非常有助于双方

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伙伴关系的价值主张。75
 

 

 

 

 

 

 

 

 

 

 

 

 

73.  与穆尼尔 杜里 (Munir Duri)的访谈， 2016 年 8 月 19 日 

74.  与本 科尔曼(Ben Knelman)的访谈， 2016 年 8 月 3 日 

75. 同上。 

 
管理新合作伙伴关系好比处于新婚时期，

你应该敏锐感受对方的需求，并据此调整

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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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作为推进普惠金融的强大力量。大数据可以发挥的潜能是非常诱人

的，然而，FSP在普惠金融中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在期望和现实之间仍然存

在差距。尽管如此，FSP可以采取很多有利的早期步骤为大数据和高级数

据分析奠定基础，主要是提高其生成、分析、应对任何规模数据的能力。 

 

    与展开机器学习算法、为贷款自动决策生成替

代信用评分相比，以上所提的步骤更简单，具有更

广泛的适用性。以上步骤旨在帮助FSP驾驭新的全球

数据格局，对未来进行战略性规划。Juntos Finanzas

的本·科尔曼(Ben Knelman)指出：“真正的创新就隐

藏在最没有诱惑力、最艰难的地方。”他实际上是

抓住了本指南所推崇方法的本质。 

    我们也意识到本指南提出的所有行动措施未必

适用于每个FSP。虽然安信永研究得出的建议在这里

用了最普遍适用的表达方式，然而在普惠金融领域

中每一家机构都面临着一连串不同的挑战。但是，

不管FSP是否决定提升自己的数据能力、开发合作伙

伴关系，或者结合以上两者，都需要应用本指南的

部分内容以更好地将数据分析融入机构的“基因”

中。 

 “真正的创新就隐藏在最没有诱惑力、最艰难

的地方。” 

 

高级管理层面临的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决策只有通过

试验才能做出。本文的目标是鼓励FSP采用能够引导

他们走向成功的思维方式及流程。正如Prime Venture 

Partners的桑杰·斯瓦米(Sanjay Swamy)所说，“小机

构应该让自己能够下多样化的小赌注。”本指南旨在

帮助愿意投掷此类赌注的机构取得成功。 

 

4.0  

安信永 

洞察报告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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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FSP分布图 

编号 机构名称 数据应用 数据来源 模型简介 

1 Advanced 

Merchant 

Payments 

中小企业贷款 混合数据 根据传统小额信贷调查和审批原

则，以及社交媒体、支付处理等其

他大数据源来管理贷款组合。 

2 AFB-Airtel 消费金融、中小企业

贷款、保险 

移动数据 根据移动还贷行为、购买广播时段

帮助用户获得初始贷款。 

3 Aire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在贷款申请过程中进行远程采访，

通过个人和产业数据了解顾客价

值、评定信用等级。 

4 Ant Financial  

(蚂蚁金服)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通过阿里巴巴各个平台的数字足迹

进行信用评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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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机构名称 数据应用 数据来源 模型简介 

5 Arifu 客户管理 移动数据 通过互联网和短信平台的自适应学

习系统，评估个体用户需求和能力，

以提供定制化的客户体验和金融教

育。 

6 Artoo 客户管理 混合数据 帮助小型金融机构实现数字化运

营；提取征信中心数据，并可根据

实地数据开发信用风险指标。 

7 Avant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根据传统信用评分和其他数据来

源，为客户开发定制化费率。 

8 Backed 消费金融 贷款申请流程 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身份验证。 

9 Big Data Scoring 信用评分、防欺诈 混合数据 利用顾客数字足迹验证身份，进行

信用评分。 

10 Branch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运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扫描贷款申

请者手机数据，以评估信用。 

11 Capital Float 中小企业贷款 贷款申请流程 利用心理计量测试、贷款申请文件

和零售商电子商务合作伙伴的数

据。 

12 Cignifi 信用评分 移动数据 通过手机呼叫数据记录评估客户价

值和信用。 

13 Codensa 消费金融 公用事业费用支付 分析电费账单，用于购买电器的贷

款；将还贷额与电费账单进行关联。 

14 Creamfinance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在线贷款申请流程，自动评估贷款

申请者信用。 

15 Credit Mantri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运用传统信用评分和替代性数据为

“薄档案”客户建立信用评分，为

客户匹配利率可承担的放贷机构。 

16 CreditVidya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运用替代性数据评估信用“薄档案”

客户。 

 

 

 

 

 

 

 

 

 

 

 

 

 

 

 



 

安信永全球咨询方案部 第 31 页 
 

 

编号 名称 数据应用 数据来源 模型简介 

17 DemystData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向金融机构提供数据服务。 

18 Destacame 消费金融 公用事业费用支付 利用公共事业账单评估个人还贷能

力。 

19 Early Salary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通过身份证、银行对账单和社交媒体

核实身份、评估信用。 

20 Earnest 学生贷款重组 

 

混合数据 收集教育、储蓄、职业发展道路的数

据评估正式信用记录不足的学生。 

21 EFL 信用评分 贷款申请流程 运用自己开发的心理计量测验来评

估申请人的信用。 

22 Experian 

Microanalytics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利用替代数据源为无信贷机会的个

人创建信用风险档案。 

23 First Access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通过手机呼叫数据记录评估信用。 

24 Go Finance 中小企业贷款、保险、 

财务记录保存 

其他 利用消费品公司的数据，为价值链上

的供应商提供无担保贷款。 

25 Grow Financial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客户还款行

为，以提供定制化利率。 

26 Jumo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通过呼叫数据记录评估信用。 

27 Juntos Finanzas 客户管理 银行 通过客户行为数据定制双向消息的

客户管理平台。 

28 Kabbage 中小企业贷款 商业交易数据 评估商业交易活动，在线即时处理贷

款申请。 

29 Konfio 中小企业贷款 商业交易数据 利用销售数据为小企业进行信用评

估。 

30 Kopo Kopo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和

贷款 

移动数据 通过商业交易活动和移动支付记录

评估客户的价值、向上增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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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数据应用 数据来源 模型简介 

31 Krazy Bee 学生贷款 还款数据 根据还贷行为调整信用额度。 

32 Kreditech 金融服务，消费信贷 还款数据 按照还贷行为决定未来信用额度。 还

具备专有API平台访问银行交易数

据。 

33 Lenddo 信用评分 社交媒体 通过社交媒体活动评估信用、确认身

份。 

34 Lendingkart 中小企业贷款 商业交易数据 小企业在线贷款申请；着重利用本年

度交易和其他替代性数据评估申请

人。 

35 LendUp 消费金融 还款数据 根据还贷行为提供更优惠的贷款产

品；客户也可以通过观看教育视频获

得更优惠的贷款产品。 

36 Mahindra 

Comviva 
客户管理 移动数据 为电信行业提供数据解析，优化增值

服务。 

37 Mili 消费金融 社交媒体 评估申请人的社交媒体活动/社会资

本来发放贷款。 

38 MiMoni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利用替代数据源，提供在线即时贷款

决策。 

39 Mjara-MFS 

Africa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提供移动汇款服务，并根据客户交易

数据设定信用额度。 

40 M-Kopa 资产融资 移动数据 将太阳能产品直接关联到移动钱包账

户。利用大数据跟踪客户并告知客户

采购/分销网络。 

41 Mode 消费金融,、手机话

费、汇款 

移动数据 允许移动运营商根据以往用户行为计

算紧急通话时间限制。 

42 M-Pawa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基于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信用额度。 

43 M-Shwari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基于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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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数据应用 数据来源 模型简介 

44 Mybank 

(网商银行) 

中小企业贷款 混合数据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互联网银行，使

用替代性大数据来源为客户进行信

用评分。 

45 myBucks 消费金融, 保险 混合数据 使用专有算法对申请者进行量化，授

予其某些产品/费率的资格。 

46 NeoGrowth 中小企业贷款 商业交易数据 利用替代性数据源评估信用和贷款

额度。 

47 Oportun 消费金融, 中小企业

贷款 

混合数据 使用替代性数据源向“薄档案”客户

贷款。 

48 Personetic 客户管理 银行 运用预测算法为金融机构制定个性

化客户体验。 

49 Platiza 消费金融 贷款申请流程 在线客户身份验证和信用评分。 

50 Progressa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查看银行对账单、就业历史以及收入

潜力，为贷款申请者评分。 

51 RevolutionCredit 消费金融 贷款申请流程 通过金融教学视频对客户进行行为

分析。 

52 Scanntech 信用评分 其他 根据销售终端（POS）机提取的交易

数据评估信用。 

53 Sesame Credit 

（芝麻信用)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利用支付宝、在线活动记录和在其他

数字供应商中的支付行为进行信用

评分。 

54 Spotcap 中小企业贷款 商业交易数据 利用算法检查申请人的实时业绩和

信用，提供即时反馈；信用评分决定

应付利率和费用。 

55 Tala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扫描贷款申

请人的数据并评估其信用。 

56 Tiaxa 消费金融 移动数据 根据手机的使用模式以移动货币或

通话时间的形式提供“纳米”贷款。 

57 TypeScore 信用评分 贷款申请流程 对借款人申请过程中提供的数据进

行自然语言处理分析。 

58 Wecash  

(闪银奇异)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在15分钟之内提

供信用评估。 

59 Wonga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在线贷款申请，从申请者登录进系统

的那一刻开始就收集申请者的数据。 

60 Yodlee 信用评分 混合数据 API集成，为银行提供更好的客户细

分、产品开发和定制化产品；为银行

扩大客户群。 

61 Zaimi Online 消费金融 还款数据 根据还款行为决定续贷额度和利率。 

62 ZestFinance 消费金融 混合数据 在线贷款申请，从申请者登录进系统

的那一刻开始就收集申请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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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名单 

阿布舍克·阿格拉沃尔(Abhishek Agrawal)，安信永 

艾伦·马丁内斯(Alan Martinez)，EFL 

亚历克斯·霍尔德内斯(Alex Holderness)，安信永（美

国）阿米·帕布（Amee Parbhoo），安信永风险实

验室 

安德里亚斯·林德勒 (Andreas Rindler)，毕博咨询公

司 

安德烈斯·卡尔德隆(Andres Calderon), 安信永全球

咨询方案部 

阿尼许·瓦尔马 (Aneesh Varma)，Aire 

Arunjay Kataka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联盟(GSMA) 

本·科尔马(Ben Knelman)，Juntos Finanzas 

Byoung-Hwa Hwang，扶贫协商小组(CGAP) 

Ganesh Rengaswamy,Quona Capital 

Hutch Carpenter,RevolutionCredit 

Johann Bezoudienhoudt，Bankable Frontier 

Associates 

约翰·普莱斯特德(John Plaisted)，安信永风险实验

室 

乔纳森·惠尔特(Jonathan Whittle)，Quona Capital 

乔纳森·哈基姆(Jonathan Hakim)，Cignifi 

Jose Picoaga，Banco Financiero，秘鲁 

 卡姆兰·哈米德 (Kamran Hameed)，Prudential 

Financial（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 

玛利亚·费尔南德斯·维达尔 (Maria Fernandez 

Vidal)，扶贫协商小组(CGAP) 

米格尔·埃雷拉(Miguel Herrera)，Quona Capital 

米凯·奥格拉(Mike Ogbalu)，Interswitch 

穆尼尔 杜里(Munir Duri)，Kifiya 

南希·威查雅(Nancy Widjaja)，安信永风险实验室 

Nektarios Liolios,Fintech Bootcamp 

尼廷·巴德瓦杰(Nitin Bhardwaj)，Aye Finance 

保罗·梅金(Paul Makin)，Consult Hyperion 

保罗·马奎斯(Paulo Marques)，凯捷管理顾问公司

(Capgemin) 

拉朱谢蒂(Raju Shetty)，NeoGrowth 

里卡多·卡尔沃(Ricardo Calvo)，安信永全球咨询方

案部 

桑杰·斯瓦米(Sanjay Swamy)，Prime Venture 

Partners 

Selorm Adadevoh，加勒比电讯(Digicel Haiti) 

威廉·德尔班(William Derban)，Fidelity 

Xavier Enrique Cajiao Flores,Banco Pichincha,厄瓜

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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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永国际在此感谢花旗基金会对本文的支持。花旗基金会致力于提高全球低收入群体

的经济生活水平。花旗基金会努力通过支持相关活动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青年就业

机会，为建立经济活力型城市提供创新方法。 

    本文由安信永全球咨询方案部团队撰写。安信永全球咨询方案部旨在提供经验丰富的运

营和管理支持，以增强我们合作伙伴的实力，最大化其影响力。我们利用创新提高金融服务

的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从而协助建立可持续、规模化发展的金融机构，竭力满足缺少优质

服务的个人和小型企业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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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永是一家全球性非盈利机构，宗旨是向客户提供

改善生活所需要的金融工具、帮助建立一个金融普惠

世界。安信永致力于建立下一代顶尖微型金融机构，

在过去50年中已经在四大洲的32个国家帮助成立了65

家微型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迄今已有上百万客户。安

信永的影响力投资行动并未止步于微型金融，同时还

积极投资了30多家富有创新性的创业公司。  

 

 

 

 

 

 

 

 

安信永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福西特大街10号204室 

邮编：02138 

电话: +1 617.625.7080  

免费电话: 800.931.9951  

传真: +1 617.625.7020 

 

accion.org 

 

 

 

它们致力于改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的效

率、广度和宽度。安信永的普惠金融中心也协助行

业发展，促进行业落实高标准、扩大参与度。目前，

安信永的业务涵盖二十余个国家，其美国业务已构

成美国微型金融领域最大的业务网络。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http://www.accion.org 

 

 

 

 

 

 

 

 

 

本文建议的引文为： Kathleen Yaworsky，Dwijo Goswami，

Prateek Shrivastava：“Unlocking the Promise of (Big) Data to 

Promote Financial Inclusion,’”Accion. Cambridge, MA: March, 

2017.  

 

欢迎将本文分享给您的同事。 

 

安信永欢迎您留下评论。 

 

访问官方网站，可查询安信永所有刊物： 

http://www.accion.org 

http://www.acc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