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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商银行的英文标识叫“MYbank”（我的银行），这是对草根创业者与屌丝群
体的感情诱惑吗？

没网点、没柜台的网商银行开张了
只有一个APP 专门服务中小微

马云的浙江网商银行
昨日在杭州开张了。它的
一切充满新鲜：只有APP、
无任何地面网点，不做500
万元以上贷款，核心系统跑
在“云”上，放贷由机器和大
数据决定而不是人……一
连串如隔空画像般的描述，
既颠覆了常人对银行三尺
柜台的旧识，又在不间断累
积问号：它究竟要做什么，
又能为金融市场与普通百
姓带来什么？

那就来听听马云怎么
说。

3万元借款逼出23年后超级“报复”马云说网商银行“有温情”溯源
“开银行”是马云的终极

“报复”吗？
昨天，在开业活动现场，马

云给出的答案更劲爆。他说，
1992年，刚开始在杭州创办海
博翻译社时，为借3万块钱、跑
了三个多月，后来托了好多人，
把家里所有发票和家具凑起来
去抵押也没借到。没想到借钱
那么艰难。

“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家
银行有一天专门做这样的事情
多好，我觉得能够帮助很多人成
功。”马云说，这样的想法一直没

有停止过。
这就是说，“开银行”这念想

的起源，并非是2008年马云放
出的豪言壮语——“如果银行
不改变，那我们改变银行”。而
是 23 年前，他就开始惦记上
了。

而这些年，从阿里小贷、余
额宝（天弘基金），到支付宝钱包
（扫码付）、花呗（个人网购信贷）
等，每款阿里系金融技术或产品
的应用，无不在挑战着传统银行
业的警惕神经，“马云要砸掉银
行业的柜台”。

但马云却不认为网商银行
与传统银行存在正面交锋。其
称，支付宝的对手不是银联，而
是现金；国内银行业的对手也不
是另一家银行，而是我们如何合
作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服务体
系，这一新体系支持和服务那些
80%没有被真正服务过的消费
者和小企业。

正因如此，网商银行宣布的
市场定位足够惹眼：不做“二八
法则”里20%的头部客户。力争
5年内，服务1000万中小微企业
和亿计消费者。

只有APP、无任何地面网点 网商银行与传统银行4大不同简介
据了解，网商银行是中国

首批民营银行 5 个试点之一，
马云并不是唯一股东，是由蚂
蚁金服、复星、万向、宁波金润、
杭州禾博士和金字火腿等六家
股东发起设立，注册资本40亿
元。

根据网商银行的筹建规划，
其主打互联网银行，与传统银行
有4个核心不同：

首先，无现金业务，不做
500万以上的业务。网商银行
之所以做此定位，一方面是驾轻
就熟，蚂蚁金服此前一直开展蚂
蚁小贷业务，为网商银行积累了
良好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精
准打入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空

白市场。相比技术条件与运营
模式老套的传统银行，与风控能
力羸弱的民间借贷，阿里系电商
生态圈显然有足够的发挥技术
与题材。

其次，网商银行无物理网
点，只有移动端的APP。也就是
说，国内任何地区用户如需办理
该行任何业务，都只能在手机上
完成。这也让网商银行的用工
只有300多人。

第三，由大数据+云计算为
客户画像，无信贷员。之所以如
此，是在于网商银行创新性地让
机器和大数据“接管”信贷业务，
其声称将依靠大数据来获取客
户，做风险甄别。将依托大数据

分析来给用户画像。客户何时
需要贷款，是否有能力偿还贷
款，网商银行根据积累的大数据
和建立的风险模型，可以实时甚
至提前做出判断。而网商银行
在大数据“超级大脑”的帮助下，
给你放贷款的将是机器，而不是
人，过程中零人工干预。。

第四，贷款秒放。据悉，一
般而言，传统的线下贷款业务流
程，是“信贷员上门调查——备
材料——上报风险经理调研
——行长签字放款”，整个流程
最快也要72小时。而未来，网
商银行贷款，流程可能只有3分
钟填写贷款申请，1秒钟后贷款
发到账户。

网商银行“只贷不存”？
尚待“刷脸”技术获批才行

网商银行被画出的模样既
美丽又朦胧。昨日的开业活动
上，其官方并未公布详实的业务
内容及具体产品，而更多地侧重
于阐述“如何对小微企业、消费
者完成有效率的贷款服务”。

网商银行难道不需要吸收
存款吗？

对此，蚂蚁金服方面表示，
网商银行的首款产品将在7月
份上线，而其他投放市场的产
品仍在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核
中，这包括开展存款业务。

“由于远程开户尚未放开，
没有一个账户体系，很多业务
还不能开展，初步只会做一些
贷款业务。”浙江网商银行行长
俞胜法称。

“远程开户”是个极有意思
的话题。这是因为，网商银行
不设物理网点，所以存款业务
将依托人脸识别技术完成。然
而，根据金融监管部门以往规
定，开设银行账户只能通过柜

台，要求“面签”。
那么问题来了，网商银行

如何充实自己的资金池呢？
“没有存款或者存款低于

贷款需求量的情况下，我们会
采用平台化的思路。我们希望
把我们的客户推荐给同业金融
机构，由同业来提供资金。”俞
胜法称，网商银行没考虑存款，
也不会强求存款。尤其在利率
市场化未完全放开之前，很多
百姓都在购买理财产品。

这似乎是说，网商银行并
不满足“只是一家银行”，而更
希望在未来成为银行业的平台
商？

俞胜法表示，在云计算技
术与大数据驱动的基础上，通
过“轻资产、交易型、平台化”的
经营思路，网商银行希望最终
形成一个“小银行、大生态”的
局面，与同业金融机构一起为
小微企业、个人消费者和农村
用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新锐的腾讯前海、阿里系网商
让传统银行奋起创新

事实上，在互联网银行领
域，网商银行不是孤例，包括今
年年初开业的腾讯前海微众银
行在内，二者从筹建到获批再到
开业无不牵动着传统银行的神
经。

省内一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年“余额宝”带给银行业的
痛点仍让他们记忆犹新，如今民
营银行、互联网银行来势汹汹，
传统银行有压力。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同样
是一笔贷款业务，传统的线下贷
款单笔成本则在2000元左右，
而因为没有人工干预，由机器和
大数据迅速处理的网商银行，其
单笔贷款的成本不到2元钱。
几乎是千倍的差距。值得注意
的是，网商银行还将竞争的前线
跟随阿里巴巴的农村战略“千县
万村”工程，延伸到10万个村级

层面。
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银行

并未闲着，包括光大、广发等在
内的 20多家银行已经开始布
局互联网+银行，试水直销银
行。据了解，直销银行是互联
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银
行运作模式，这一经营模式下，
银行没有营业网点，不发放实
体银行卡，客户主要通过电脑、
电子邮件、手机、电话等远程渠
道获取银行产品和服务，因没
有网点经营费用，直销银行可
以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存
贷款价格及更低的手续费率。

对此，一金融业从业人士告
诉大河报记者，与余额宝一样，
不论是网商银行还是微众银行，
它们已经带来了名副其实的鲇
鱼效应，这对国内的金融改革及
普惠金融都是极好的。

智能水表的革命？
河南一企业广发英雄帖求“攻击”引行业关注
□记者 刘学增

□记者 杨霄 李世顶 文/图

和电表相比，我国水表的技
术发展相当滞后，而且存在鲜为
普通人所知的安全隐患问题。
就算是随着信息化革命诞生的
“智能水表”，尽管风风雨雨发展
20多年，却并不让人满意。使用
寿命短，适用环境有限，安全系
数低等诸多问题，给普通家庭的
正常生活带来许多问题。

昨天，在郑州举行的中国供
排水协会的一场工作会上，河南
许昌一企业向行业内广发“英雄
帖”，邀请各路高手对其新研发
的智能水表进行攻击，而且凡是
能提出该产品的问题、漏洞或有
实际价值的改进建议，都可获得
公司给予的 5000 元人民币奖
励。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行业
内的广泛关注，更引发了一场围
绕我国智能水表发展的大讨论。

你挑刺，我重奖？豫水表企业发英雄帖引关注

“坦白说，我们此举就像是
向平静的湖面丢下了一块石
头。”昨天上午，发布此次英雄
帖的河南江雁电气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春雁这样总结这一“出
格行为”。

王春雁表示，目前国内电
表行业，在国家电网系统之下，
无论从标准、还是安全、技术都
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但水
表行业，基本都是民营资本在
投资，发展迟缓，加上区域性较
强，各地企业“各自为政”，甚至
一些行业的基本标准还没统一
建立起来。

据了解，此次接受挑战的产
品，是该公司与国内著名的水表
专家姚宇联合打造，经过长时间

的技术攻关，重点解决了目前困
扰智能水表的抗压、电池寿命和
使用安全问题，并通过和网络运
营商合作，建立了便捷性更高的
智能操作系统。

“如果使用这个产品，无论
是用户还是自来水公司，都不
用再像过去那样辛苦地去抄表
或缴费，每月仪器都会固定4次
把用水清单发送给用户，只需
要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

王春雁说，之所以采取“英
雄帖”的方式，一方面确实希
望继续提高产品性能，另外更
重要的，是想引起整个行业和
社会对目前国内水表技术水平
的探讨，促使整个行业向前发
展。

是营销手段，还是“引发革命”？
行业反应不同，但水表问题确实存在

对于河南江雁电气有限公
司广发“英雄帖”的行为，记者
也采访了一些行业内的专家和
企业。有人认为这是明显的营
销手段，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
也许这会打破行业平静，引发
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但正如王春雁所说，他们
的行为的确引起了昨天与会
者对国内智能水表行业技术
的讨论。一家自来水公司负
责人告诉大河报记者，现在随
着阶梯水价等政策的实施，水
表越来越被老百姓关注，但是

实际工作中，现在的水表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是最头疼的问
题。

中国供排水协会的多位专
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
现在国内水表行业的确比较杂
乱，技术水平发展滞后，很多问
题行业内部有共识，但受制于
政策和研发力量的薄弱，改造
提升速度缓慢。或许，此次企
业发“英雄帖”的行为，的确能
把一些遮掩的问题摆上台面，
引发一场行业内技术提升的革
命。

释疑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