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용떼技木딛효햄 JUJt
土승lE在推 ~t!t界효股떠金밟的용展。

中 E휩것展Ilff 段的特

陳|生、市 t3J; 놈↑성딛金願
'!H\1!tt
的特珠性等因素使得中固효股떠金願市껴校其他固

illi훨。不 )1，풍木界、 효훨떠金願 tJU성、~賢部|、
j 、{종
統金밟 tJU성等，처子효햄떠金顧的 ;:lt
展定位、 制度供짧、 뾰管政策等 i홈多|‘리題在

家的효훨쩌金願&展更겨

理ìi?:上딛밟管핏짧中都有不少종

ì>l ，甚至缺￡一些基本的共

떠金廳的性廣、 中固효행떼金願所涉及到的主要形

ì，
R 。 本文 f:E分析효없

3§以及 x'.t 中固효股떠金밟&展

超努初步싹 iJI析的基뻐上， 提出要 HX'.t 互嚴쩌金顧짧予융 fl 的없IJ度安排， 包括효햄
떼金顧造用

-00法律채삐、

효 Jl*JUJ
金顧特珠規째、 特珠효행뼈金밟形

000相옮合的효뽑떠金힘뽀빠 VE:I* 系。 同뱀， 就효股쩌金顧的밟管，
制、 j졸펌잎풍되며新뾰管相샘合的

?Mtxt

↑生規

提出맺持 :r:等孤

m!VE: 思路， 휠重解決 lJt 종며新 i立程中的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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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新!可題，핑取有效手段督 f 足參딛主때合

*r저金밟市껴的 ~:I生

t~;
조율，推tF효용

용展。
훗앓 i려

w

효뺑떠金없， 金밟 ~IJl\IT
，金챔밴 효，金밟밟管， 立法建 ìS(

효행阿 E설、 正在井將織찢

ç!z 훗我 lìl的世界。 不 151.
包括信息 f놓播的影뼈， 也包
括처子行꺼方式‘ 市 t 껴훗系、 fI 승염 f잉的影n며。:lt 金願行 !ué而콤， 되互股쩌@농合
而出 f~ 的효햄떼金없， 런|友
A.lìl的持흉夫注， 뭘然 t!!.包括져효햄|쩌金廳法律何짧
的옷注。

I . 효股뼈法律냈察的뀔똥훌뻐
1. 需求되供~:

효봤뼈金앓향展혜因的解

:中固互股뼈金몹뽀的友展
i쫓

되 f좋統金顧 !Uéiti2:;~휩家 H~較， 我固 f~ 代金뾰

!ué용展相 :lt 較硬。 最大的향展出 f~
tEiá20 年， 眼行、 保않、 i 正3f 、期멋、 信 tE 等行 !ué都뽑설有 i立爆용性的용展。 近
年未又表짜出新的特，역 -是頁接金醒得到향展， 金빼市 ~pÆ좀해용生훗 {t ，出f~
第-波的金敵脫媒 f찌象，商.'i1짧行遭遇딛大挑랬井 i옆入 .'i1종뿔型 Ilft段 ;二是金敵
ft 本身的짧奈持흉延 -K ，金밟 ftt 성成相:lt 完整的系헬， 되핏{本t조뻐的相 :ltl 뽀立 ，
三是技木 i흉步等因素 f몽使金願 .'i1再次i 흩λ “밟흩化"j츠해，原有的不少交易 fFiJ 겨ìt
算tJl ‘효뽑떼所替代。
3l:{t 的原因可以有多뼈解 i쫓-是 f좋統金밟市 ~3.J供짧不足， 金願需求得不到濟
足 f몽i효市~3.J，包括新金敵 !ué죠、 新金밟 .'i1줬、 新金밟 tJlt 잉 ，二是技木 i률步f足i표f 좋
統金廳 ft 的꿇展， 同↑￥包솔金밟.'i1용힘j 新‘ 땀*只~IJ
新等。 按照金願용展的基本 t~
律， 金옮뽀생
i域훗化往往有一系것 IJ的金밟뾰승思뼈뼈伴。

以美 E협켜例，↓
k上JJttc70

年代규始“新自 由主)("背景下的金밟放松밟管쪼 IJ2010年遇파 〈多德-짧르克法
案) ，美固 7f 始해建店危

tJl8tlt

以宏짜軍慣主뚱的金밟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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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후系11。相伴的是“金

'1'，힐효 u 뼈;효없a~:Ji:展틈)~좋
ß'1n ，~，~용
願不혐、定假 ì5l." 就得휩 l 更 rlz
包括

21。 며固 JlÍ 十年金廳 illJ.<lZ:展伴生的理 ìQ:
ìQ:的高洞， 핏빠 1:反映了 xt 子金顧 illJ.윗源配置功能따 .tl:

-是뿜惠制金밟理

的 ìA 同팀重짜

的不濟， 金밟服며存在的成本高企、
批 i￥;二是金顧

定{介웹貴、 懶 þr 쫓富、 拖拉 iEt훌等쩨象遭힘 j

jípiMíl1!象的批判， 핏야上反映了혼

illJ.윗本 xt 子金願行 illJ.的펌望，

tf!. 表 Jtti 승상 ;Qxt 子金廳 '8f 本的立 t 껴딛 xt 金밟 tJlt 잉J;}i 뻐되 f' 格的市 tmì 옮 λ↑凡옮IJ的
mî疑 ，三是 xt 子企 illJ.xt 千包括옮款等金밟服종需求的呼
n子， 尤其是中小微企 illJ.的
없金需求使尙 'Jê 系統完整的께않定
1ft 能力딛信用 βl 않控 iM 能力的金廳 tJlt 성'JêpJTj 휠
fÅ; 四是껴子金밟消費뽑쨌益保
tf' 的高뼈宣 t~，많是져原有的金밟服용不濟的宣
뼈， 更切劉 71 중얹金밟 tJlt 성되客?之|‘메的갖系， 也겨효햄쩌金없服종
F品횡取消
費者、 投 '6't 홈흘 i월了氣뎌김。~管 xt 효股쩌金없的未未存在不同的
f 꺼解 1 ，上迷金밟
思湖使更 J!z、 更便利‘ 更友好地構足金밟需求成꺼互縣
l껴金廳的核心竟용하力。
.'.lI! 쓸形志

2. 中固효股뼈金밟的主要

g;今켜止，

표嚴阿金顧

tt 沒有뼈定性的추木廠念，

È딛{풍엇金願之

r려的용系

tf!.

;Qì 兌tJiti 。 但有些是뼈定的-是효뽑쩌金廳是효
Jl*fTIJ技木딛金顧有 tm 홉合갱￡展
起未的 -f 며商 illJ.形 rt; 二是표없떼技木딛金없
'1l'.的용展都승影 n떠효없쩌金없的용
展， 효용jÇfTIJ金願是 -1-不 JtIí용展的厭念 ，三是월下효股쩌金밟所包含的基本形쪼
存在共

iR 。 比較而즙，

J:þ~휩효縣쩌金밟

'1l'.종的形죠是 H:較추富的

41 ，也

H: 多敬 E휩家

앉得更多的 tI승훗注。

j) 58.휩 〈쫓固新金敏없管法案分析及처中명的텀示 -基子설i* 풍分析lJU엽) ，웠子 〈했f 金짧Ii)f
줬)2011 年第 3 期。
2) 金뾰系tJë不몽定的原因主要包括 第- 金없市ljíj本身存在透明度不足和f등息不mmlÌJljl! 象井在某
些쨌域、某些 IRJt ‘某양，
a;f期表I찌F 重 ，第二，따代金없특셜i1ifl홈子信心金j關특信心쟁 i1i ，-브
~生心理政뼈표解和信用危 1ft 就 ;Z.‘然승功짧
ljl!!"\:金없f-l>系的基뻐，而Jjl!{{;1t승 f읍용{좋播方式딛
示표功方式的훨ft 使心理fYl)
뼈 E 解되 f읍用危lJl!il\{t 具有更껴 F 重的不뼈定1生특不可얹制住 ，第

Á'

三，짜 f{;金願交易方式、 管理手段及金밟 F品的 li 찌↑生，
"펴싹有更
m完善的金밟 f 응定{本系相
m;
配。 同a;f由子金밟!X 易的liIU ↑生以及更
m 夏%的X흉界性‘*~쳐生等引것的不
f 응定1生更;加突出。
3) 有ÁÌÀ 꺼표없떠金생왜성未未具有不
6명定性，파견짧免파度lf;짜的쩍期。댔짧朴 〈互I!X~金願%i융
的原 001): 探쫓新金뾰없管1[ 式) ，敎 (金없없합빠졌)
2014 年第2 期。
4) 參 J\l. 新 JFI1< 金밟世界〉、中固표없쩌t까승 (中固互取뼈金敵1~告 (2014) ) ，2014 年8月용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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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용훗정딛

쫓용!
支付옮算

"5) 第三方支付

其他떼챔
떠짧合 1'1'
표股|쩌保않

完全的효股떠金廳服용

fJ:: 흉뾰왔 71

El!.商小옮
벌子 iji
!IH1HIí市

훤子

흥 ill!떠 tl\

金顧 f凡f성

fJ:: 所周知，

it展특효용

1!t 甲

떠上없行
基金챔뽑

떠*용평道
金링뽀

典型企
，部分升

'iíl'金供需平台， 通 J1: 中介 fJl 힘겨有理때
意‘原的윗金網有홈옮 t 읍需求方
행金集中平台，때텀용起
A 通 i 후떠짧平
台向떠友幕集 I 핏텀'iíl'金
利用면商平台짧居， 提 It\ 시행1Jl:款
游~市、 놓用市
IJIJt용E톨 il.l1!tiji ，用子효股쩌金밟 tJi'iíl' ，
甚至흩앙용用子交易
댄!Jt 金願 ↑성的IJIJtl\율 ill!模式
基金、 }f. 商等 iJlt 깅的떼上챔뽕
理 RttF 品的阿*용￥힘뽑
不同市 i3J 的 F지tl\ 金밟市 t껴\J!f接

P2P 떠옮 61
떠짧金없

行 ill!特，딸‘

껴i 혐쯤者、 商 P 提供支付服용
展 t 훌算ill!종

ill!

支付호、쩌付通

fíili金所、 宜信
fJ:: 흉쩌
阿里小얹、 커:수小1Jl:

R형빠 Qiji
比特

iji

m

81

ìFi港치휠

fJlf 성

金顧 jJé 용展파程存在-↑制度如何配套的|可題。

ì1R지金廳法律供 t음是否也有配套何題뼈

那

ι ， 효햄쩌金밟

? 就효훨떼金廳而즙，

可分三↑

5) 新型支付方式的것展提홈了支付었횡， 처予金뾰얹源 8성떼
E置起종IJ了 llll&f'F用， 歡止 2014 年7月， 固
內흉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
1k共 269 家， 不同服종牌照的 연、뤘超
i立500 ，*。根협中 E협 A 民없行
(2013 年支付系 í1íì
츠行‘연、
I*t 홉況〉根告所彼뚫的信息， 2013 年숲固볕子支付 1k용257.83fl 횡， 金
홉핏꺼
1075.167J 元。 其中떠上支 fit236.741ζ 중， 金節 1060.78 方 ι 元。 IH!J 支付 16.74fL 월 ，金짧꺼
9.647Jfl 元。 主要支付市 t쩌;1 千相 Jttî! 和的 tt 죠。 ffiìt 未3Mî<껴竟횡승 tt ￥f 없젠!。
6) P2P 떠íJ\1Ul: 平台是互없쩌金觸영重要 !lJJiX:l\l分。觀t 14햄月 ，P2P 쩌행平台혔最 j.t;휠IJI263家，
￥年成交金없홉 ìlÍ1000fZ，元A~fjÏ ，接近 2013 年的숲年成交息飯。 f 꺼ìt 숲年累 ìt 成交金願챔超 ct
3OQOfZ
，元。參딛쩌 jjUlil?f 的 n훌샘꺼 29 方 A ，行 1k存量얹金 ~337.6fl 元。 i\ît껴연#而흠仍是윗金
多手Ji)jEi‘金짧超 ctlfZ ，元的平台켜30 家。 ↓
k地E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部땀海(홉1îl:Jtjl;JI쁘 E。其
中「꺼'316 家‘ 빼江 1없家‘ 山*ffl 家、 北京m 家‘ 上廳 2 家。
7) 以앉金集中力特 f正的윗金흉集行꺼主要합읍 fJ:: 흉뾰 l?f，是겨￥Ij用표股때 71승的特條 1生끊않jliJ1k企 1k
:Jt~훌*取放松ll:J:管政策 :Jt~경起*à 성없'ßi 方式。 'ßi 金需求홈￥ IJ用쩌얘홉播向쩌짧 tl!l?fA 幕集윗金。
美固 Kickstarter 在 2011 、 2012 ‘2013 三年分었11
成功흉集的멧目 11없 6 ↑、 18109↑‘ 19911↑。 中
固的 fJ:: 짤정뾰윗뼈站如/얻
i名atl테、 fJ:: 월떠、 t굉캉~.
JL童훌%‘ 中固상뼈‘ 大家投等。 fJ:: 흉없었包
括 lJ9;↑
'xfJ:: 월， 也包括 ~flJ9;f껏훗fJ:: 융 如뚱合몇 fJ:: 흉、 훌효쫓 fJ:: 흉等。~영ffiìt ，fJ:: 월뾰없起步 B뼈，
但용展速度승 1l'快， f 히ìt2016 年{용한힘廠윗
?OOOfZ.
美元的뻐뺏。
8) 互했떠基金챔홉是 A 基金公허遇 ì:t떠站及볕子商줬떠站力흉 ~:Jt 展起來的。 2013年， 以*飯숲겨 ft
表的효 !í*~i: 金f 립뽕出 IIJ!井이~:tt:Jt~ 훌。
ι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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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효
ij.~;ìi
생e~<It
展.!;;;~좋
6>1 思 g용

용展 l에段

第 -Ilft 段是 2003 年以前， 主要是以美택安全第-쩌짧짧行이建겨첸

志， 主要表짜여 f좋%金없的효縣阿技木

m用， 包括떼짧 m行、 쩌*8i 正~、 fUJ~g保

P윤等。第二 M↑段是在2012 年以前， 互股 l껴企 l1!. 利用효뽕떼技木涉足金關 l1!. 。효取
쩌企 l1!.flj用包括볕子商종、 f행索引擊、 移î;I]支付、 大했}居、긍 ìt 算技木等 íft챙將
l1!. 종핸固向周 i끄紀展， 其中金밟쨌域得到了효행{제企 l1!. 的좁 at ，효縣쩌企 l1!. 的部
分웹域慘透종 IJ金顧핸域。 第三 Ilft段是在 2012 年以팀的快速용展期。 효훨쩌企 l1!. 更
fm& 地參되到金밟쨌域， 井且在金없 j[p힘IJ校明옆的 E되家較多地 R 得 tf:승與 ìÝ:的支
持。 í좋統金顧企 l1!. 更彈烈地意 ì7!휩l 효없쩌企 l1!. 용展的효股떼金밟 xt 子{놓짧金밟l1!.
종的 E大影n떠 r써*ifi 흉λ 효Jl*떠金顧行 l1!. 。
료然， 효股 I제金밟法律的{共t읍出!iH 不同的情形。 tEí
종엇金밟利用효股떠技木

Ilft段， SRPi 上않有系統性的밟 IJ度需求。 í!J.M.第三쩌段 lf 始， 1ïJl*fUJ金밟升始以#相 xt 特珠的形쪼出 !l\1，井在-定程度上影뼈新金廳形 35 的용展。 뼈휠 l1!. 줬形~
的多元、 *!\!模的
tr 짧、 xt 子핏{후2조뻐되金願 l1!. 的整 f本影n떠不뻐加大， xt 其未來용
展的옷注， !!P使텀前료、#上依然屆子元1‘
j 밟、 7ëfii;ì옮 元밟管的“三7ë ’狀점
J，효
훨떼金願可能迎커 E新-않的 1M度해建 1싼段。

11. 制度建뼈路 f조造홉的前提 :互股뼈金밟뚫展的解
解 i쫓之-

i쫓

효股뼈金밟行~取;央子효股뼈技木的 F노生되友展。

효뽑떼技木推 î;I]~
조뻐、fi 승、 技木等的*展， 井表따出퓨放、 平等、 tJJí'F、分享
的特，현。
효股떠技기(frlJ新 ~f 훌接帶 î;I] 효縣떼金顧的향展， 也i 현i立볕子商줬많 j 활효햄
쩌金願 E었IJ子{좋統金顧的新的용展形式。효 Jl*떠技木基 E버t 形成的大썼提金顧帶宋

ít 服쭉， 放 1>1:
快據。 uÝ:平台金빼 tt 是供 m 짧金
밟都建立在*期大量的信用及資金流的大짧居基뻐之上，
핏 at 受理申 i 홉、，
*at 完成
信用 i￥f介，핏 att 밟居需要及信用 i乎分等大용없居放얹。大했提金願不受 at 호限制， 能

옳命 生的影n메 -是精灌짧힘↑性

縣較好地 [Ç 配뼈1&管理， 解決流 î;I] 性 l可짧，金밟服종↑꿨훌f佳뼈高效。二是 i흐풀交易

9) 짧뼈朴

〈互뺑떠金뾰

lIiI管的願 IJ

探종新金없

lIiI쯤뼈式)

- 281 -

，했 〈짧뾰촬

Iilf줬)2014年第 2期。

r 국제업무」

제 6집 제 2호

成本 ifl:. 客 F群{후大。大짧居金밟整合 6￥片化的需求딛供짧， 井「합石展客 p ，降

ifl:了i 흐쯤딛交易成本)걷 ~jj;1않本{많效益好。三是科풍決策， 께않管理和控制好。 平
台或홈供 fi\l않聚挑了信息流、 物流、 윗金流， 平台貨款或者供 fi\lü￥f 쓸款홈~在大찢없居
金j願훨里累 lf1的持久댐 ff 的 f'.'!t 上下游系統內部 1옆款方:ttf''1kj 흐i'F 及께댐，현熟ì~
且掌控能力꿇， 便븐F 預警和防핸께않。 大짧 J團 b信息 )1 理 f[]~여居模型(Jt찢， 不 i5(可
以替 f앤l않쓸理、 }X\1l}L
定 i까，흩至可以自혀生成郞鋼算。
101易즘 Z. 효股떠技木
的服용핸 E힘‘服종 :tt 象的升용、 홈 f 힘效能的提升保 i正了효股쩌金밟的規模쯤뻐特
/연，효햄떠技木使 tÆ~짧조뻐션束最小化. t1戰2:1 허、成本等因素制션的 E용해交易쩍
所具有的超彈集聚效$ .•
使得표股 1껴金願具有解明的平台얹 i햄종쁘。효取떠的摩치;
定律、 光싼定律、 뽑떠定律依然起到決定↑生 i'F 用。 효 l!X떼、物햄쩌‘ 移 í;I]互股~저、
긍ìt算、 大했握等都在維쓴쫓많j효했찌콤뼈模
B인↑꿨훨
t협*。
효 l!X1UJ
金없的上 i 초特쁘， 突破 lfÆ行뿜IJ度 ì9:ìt 的前提假 ì9:. 也i!)(훨了 i 홈多參특
좁之떼설洛 fi승옷系的內容， 需要 fi승짜햄系엇予以回@.。
解 i 쫓之二， 표股뼈金밟달 fH充효꿇룹同*具， 需要共同꿨찌되좋

ìl~~IJ 링|류

특~.펀。
越未越多的 xÆ 펴ìÁ.켜， 효陳쩌金밟有

E別子 f종統金밟的特珠 j 生。2014年8月，上

海市出台的 〈옷千t足않本市효행 l쩌金밟健康용展的若千意

!JD 就碼ìÁ.了 i효-펴。
〈意J[> 明뼈， 표股 1제金敵是基子표햄쩌及移 í;l]j현ìt\、大敬握‘ 공 ìt算‘ f형索굉 |
緊等信息技木. ~fÆ'6'i 金밟 j현、支付、 샘算等金밟相옷服종的金없 '1k죠.~fÆ 由
金願{本系i 효-步完善和普惠金願的重要
l직容。 열然， 효縣떼金願 t!!.有自 己的特
色)효 ftP特色不 i5(提升{놓統金願的功能， 同 Btt!!.tE 展 7 金없服종的內뼈특생域。
一是金願服줬변品

it、金없 f'

品첸灌化的特，먼更꺼 1m著。 金밟服종 f' 品化되金願

f' 品첸}옮化是保i 正효햄 l껴金밟快 i 훌용展的重要基뻐。 효取 I쩌金밟的 i 훌多f' 品都帶

有 i 正~化、 交易便利化的特펴。!!~使交易첸的沒有 it 쪼 IJf' 品化或좁젠 j崔it.
然有服종流程‘ 服종程序、 服종內容的

t.'j;r 崔化。二是互股 I껴金願投윗홈

費좁) 的行켜模式影 n메효股쩌金願的용展方式，

10) 체英

g明雄

(或홈消

효~*~저行겨模式成꺼影
n떠효l!X~저

〈표랐쩌金밟模式及IX\
않 1Iã
管思考) ，했 〈中固市!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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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엉
金밟行力的重要因素。 要成켜효陳떼金밟的客 f 뇨，就깅、須首先成껴쩌民，尤其是新
生代基本上居子표股쩌삼승 1的原住民， 효뽑떼金願行겨成꺼他 11'1효縣떠行꺼的펴然
!져容，i也 11'1也成겨효훨떼金願企 1k 的텀 tff，、客
P 。효햄!껴金顧服종的便￥Ij性、 1-性

It 、 g 主 1生等的{尤챙핏
ßff，上濟足Tt!l! 代 fi 응시il 日常生活方式的需要。 三是효햄 I껴
金밟技木 jjt 努않-步많 j 훈金顧“ßlI. 媒" 윗金需求홈或좁윗金供껍홈可以훨得更껴쟁
1'& 主 íJJo- 묘{좋統的金顧中介活íJJ7ë 法濟足웠金需求方或홈윗金供염方的需求，
股쩌金밟等新金願形죠就승

m;흐而生。-巨新金밟形~能陽浦足金願消費좁、

효
投N

者的需求， 表떼出包括支付{更￥
Ij틸自己햄移 jjt 努、 윗金供需 IIT配 jjt 努、 交易 l칙容뼈
定jjt 행、 交易4옆됐mtt

찢、 交易 i 흐行成本 Ijt찢 111等在內的竟횡 jjt 찢。

되{울統金밟-↑￥，
효股떠金뾰也以信用얹율展퓨。

↓
k市 tm 껴能看， 互股|쩌金밟

正되{종統金願出째多 f 콩面的竟뿜。 효股쩌金敵的용展同↑￥승짧合 f콤用中介的特

f正 -是期限뿔換。 IJE得短期윗金， 投윗子*期 NF; 二是流 íJJ'[生핸換。 如使用
훗似째金的 ffd 솔，~생돗
i 훨如f 효款之쫓的 NF; 三是↑:Hf1'F 用 ;四是信用 fXW 옆충
移。 以 1!î市金願理 ìf>:filJ
析효햄阿金願 12)，효뽑쩌金顧也在#짜金願的基本功能，
包括金밟 f후系的淸算특폼算功能 (金밟#系提供-般可接受的支付工具， 承 起
1!î市{共@.的맹能
，79 감승交易完成짧算和淸算服종) 、聚集和分配윗源的껴能、
管理 JX\ß요되分散 JX\웬的功能。 효取떠金빼 11'力金敵 1k 종
而且必須受흰 1밟賢。
2014 年初， 固종院짜상 IT 下용 〈옷子加彈影子짧行 1k종若千|‘러짧的通知》
明뼈將
互없쩌金없때入잎管{후系。 上海 rp~布的 〈意，
ill> 明뼈鼓 Jjjjj有奈件的企 1k~ 展효
뽑阿金願 :fr 정‘ 申i 홉有갖 1k 종 i 쑤可或@조홈
Nmî。要求련|블효뽑阿金顧企 1kt 업彈合
搬죠풍意 ìQ、提升 JX\않防 f 엎能力 ;要求引륨효戰쩌金顧企 :fr 明睡조홈“1鐵”、 政策
“표랬”，
健全 β\ß융管理、信息被露、 2니써llH뿔等方面的 l직控↑凡制，明觸홉해효행떼
金願企 1k;lf 展客 PN金存쯤 (잎管)、做핏各헛唯짧金 ~~P
，tJJ 핏提升自身 JX\않
的防控能力 ，彈뼈推 íJJ효없 I쩌金顧企 1k提升信息技木水平특信息安全防 tf' 能力，
彈化껴企 1k金願했握和客 P 信息的安숲保 tf' ; 主짧￥m표股쩌金밟特쁘， 採索建
立行 1kJX\ß융잎째、 f9j 警和 m急 llt 置tJl 制。 此外， 上海市的 〈意，
ill> 明뼈將配合固

m

m~

l1l 也有 ÁÌÅ 꺼中固的표행떠金밟것展中存在 F重的信用{음息集成不足的&빼§。
12) 뽑때 ”쟁없용注효햄떠金j없的特펴及 ;jt 展 基븐f1lí市金없理 i심밍角.. 혔千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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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옷部!‘
j 健全효훨쩌金顧쨌域支付安숲、

信息安全等方面的뾰賢옮

IJ 度、 技木뼈

?연及ti>ìlEl*系。
↓
k金願

'Üé;lt 展史재察，

金顧 'Üé- 훌有所 i뿜制度先行或홈是밟쓸眼않等不同的道

路。 不냥， 就효없 I껴金願而즙， 其 'üé종本身的夏앓딛용展的快
껴홈或좁-是뾰管홈常常

llS子 ilS짧或홈被 fJJ。在前홈，

有些 'üé줬同 S;f屬子송

ftP'Üé%

f후系因겨밟管板떠屬不淸等原因未체行必要的

屬性， ).1 子保守달分웹的밟管

賢， 1'fI즙좁在子뾰賢좁唯以 iR 別互햄阿金없行겨而唯以핏施흉월
在옷子효훨떠金밟|可題的

i훌常常使制度的建

1生的밟管擔施

\l(f
9

ìtìQ:며， 除효햄떼本身存 tE 的安숲何짧、 f 흠，멸隱、私쨌等

|可題外，政策法채씬휴店、 \l(f管缺位 t 조常被뼈定켜需要 i얻切解決的何題。 是更￥Rt&
地 f 얹i흘효행阿金願?웅展，{足使효嚴쩌金敵更好地服용핏{후t조뻐或服종딛投윗者的
需求

l~

是重짜控制 EJ조용生或者可能友生的 JX\~요，推 tf' 金願快序특金願 f 흘定，

*밟
P投윗홈되消費좁的合法재益，

川.多뭉次法律빼系
1. 正뼈

些具뻐何題上使밟管홈面

Ilíli~
젠1짧힘￥。

:多#￥
it的효股뼈金훌훌的制度供않策 l홈

U.ìR효股뼈金앓的性屆，

뼈定효股뼈金움훌法律的훌本定位。

xt 子효햄쩌金없的判뻐 l‘리題。
按照法律
셜’유풍的基本짜쁘，制度是 j降 ill;交易費用的重要手段。 制度 i 훌홉的前提， 갖健在子
xt 千 i졸用xt 象本 mî特 f正的把握。 有옷효뽑~지金밟l可題ìtìQ:的基뻐就견E子져千효縣떠
金밟法律特 f正的把握。 以金없角度삐 j 뼈， 효股떠金밟되 f좋"!Jf.金顧낀E本屆上屆千同源
효縣阿金顧的法律

mxt

tE-

首先需要뼈定的是

同 mî的屬性， 都是以支付특投敵윗겨基本形式的윗金流

j변，되{좋統金願的윗F、 i흉

道、 成本等“重”的特‘역
lt 較， 효股阿金願存在“新、 앉”的特，역。1Ál 즙息F'Üé 角度
看， 효陳떼金밟 B낀것展知ìH信息 F'Üé 꿇展 tE 金願 'üé的縮影， 1흠息F'Üéxt 千金 j밟所 F
生的影 n며ìf 승것展， 信息 F'Üé 將 i훌-步 t 몽 i표包括金廳
훌， 金j願 'üé將演훗成겨

'ÜétEl직的 i홈쫓 F'Üé 的重大훨

-ftP 具有明밟信息 F'Üé 特狂的金밟{후系，甚至有 A 主%효뽑
쩌金뾰是特었해인信，멸
F'Üé 。新잊的효행쩌金밟將*.期、 持횟;용展，井겨金願쨌域帶
宋全新 1的훨훌。 可 m ，찌察者立 t 짖的不同和져未未不同的 fYí;l!U
승形成不同 xJl'.A\o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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용 !õ:1i1
좋 m~
，~，~용
E휠짧行，
[ky 표督管理委 E.l.을빼新없管部主任王岩뼈’호:2014 年9 月김升的“2014 효뽑쩌金
밟創新딛*展 ìt;fi"上指出， 효없쩌金願 13tj; 是要以客 p 的需求켜해力， 以支持 ::k
t 후설빠켜根本， 以金敵뼈律겨 i끄界，以 )x\않可控겨 I찮랬， 以保 tl" 消費홈켜核心， 走
可持룡、 얹得起周期和 )x\많考않的용展之路。 那 ι 표 !IX떠金밟本 J9ti죠是金없， 面 11
옮
훨各式各햄的 )X\~융，包括流 iJJ 性‘ 系 m ↑生、
操 /'1'性、 合체1生等，特別是流 iJJ 性께
않 ;/'1' 꺼金j힘뾰企，
[k ，在世界各固홈'~要受到닮管
l~

要受到 F 格잎管， 要有法律法 ~.IJ!

的밟管。 131/J::L'
댄、休而콤，효嚴阿金밟制度涉及多↑ f 콩 lX ，-是因겨효없떠技木겨基
뻐的 1'1승용系需要相
숲、 平台責

m的制度支擇，

包括볕子효名、 염私 tJl 、 볕子 i 正擔‘系統安

/f 等等， 二是효戰|껴技木겨基뻐的商事活해的友展需要相

má".JîM度 ~j(

i 흩，I좋tJfiÆ 律需要 m:tt 性的 ~j(i옆，三是효훨쩌金밟 /'1'겨金顧的-빼新形式同桂需要
制度眼않。 :tt 子制度提供홈而음， 표뽑쩌金없的法律갖系的本 J9t的 ÌÀì只才是|‘리題的
옷健。 :tt 子金願 R표管者而즙， Ilf 需要充分理解金뾰行， [k的特珠 l生，充分把握金밟없
管힘l 度的짜핏基 E냄되基本 131$ ，明뼈 lliï管i 월f ￥策略。 M.法律部 fl 看， Hf存긴E 民間事
法律옷系， iJl 存在짚 ì1f行政法律옷系， iJl 存在需要 lflJ法簡定行켜 i끄界的部分。
딩前， 뿜 ìi::較多的主要是法律밟管原삐的 i 후홉。효용훗떠金밟存在-定的며新、
뽑界、 聚合 141的特따， j:t(照{종%方式i 앞行的規制、 g효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相열程
度的없管頁초。 효陳쩌金 j願，[k也뼈핏 riz地存在打“標 i끄球”的째象，井且以효股떠
技木꺼行，[k/'F겨支擇的主짧反껴 f 종統的~îMY 효管，因此表따出효取쩌金없더 ít
껴얹
홈좁的 i쪼利iJJtJl 下的行켜특脫홈或者弱

ItY 표管下的行 tJ 背팀必然않藏훨 ìlA. 不得
不챔↑尤的系統)X\~iL。 同따， 효股떼金밟存在的
性、 去中心化、 *尾服종、 f 흠
息不쳐져;等特f正又使 i츠빼β\~
잎可能 :tt 千 fi 승整休的닫大影 n向。越末越多的핏 B;j"
It 、/에生化、多↑￥化、6￥片It 的 f즙息-方面通 i立大敬提、 공平台等得종 iJ7 信息的
集成달分析， 成켜金밟信用 tflî1j1j
的重要基뻐，方面因여信用基뻐특信用形式的
뿔化改훗 7 行，[k的形짚、 行，[k的댐 tft、，由此也改훗行， [k)X\않的所有可융터生，甚至

nz

13) 王岩뼈 (P2P 건~~管혈婚十大原삐)
，tX (上海i正혐，~)
，2014年9月29日。
14) ~'j;散특없合己얹成tJl 을 힘i"'~ 的基*t 짧， t!!.i&활~11 였인基本形죠。
하澈특聚읍꺼基
!it.的互ifI'
때11승:it子 l!]!핏tt 승治理빼影
U때正1f{몽 íJJ
我 11111
승未*的方向。
不同固家的많有
tt 왔힘성‘政治
形쪼“t짚염종 liE、文 11'.홉%等存표￥
f 太的좋륨，1f.표없떠t 낱界或홈以효쨌떠켜主要챔표的末
*11
승中왔竟Jmf며월f ￥治理方式依然存1f 딛大的횡ìt 。解댔$양 1리짧的基!it.1!f依쨌予未*표랬쩌技
木的i흉-步*展，
잊P示上也{견했子 11융治理基本路짧1~힘￥。
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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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1J 新的 }X\~iZ制 j훌홈、{슐播좁或放大器。2013 年下半年퓨@없 ~P2P

뿌法集윗事件就

是-↑典型的例 i표。法律종系不明뼈、 F뼈不淸뼈、 信息、不져林‘g효쓸不落핏、

m

自律딛自↑흉 制的缺失成켜 i홈多何題 F生的根源。
텀前， 上海、 深예|、北京、 天律、 武~)(等地都就효행쩌金밟용展都表明了明뼈
的支持향展的쪼度。
展的指륨意 J7ì.>

0

m

〈옷子t몽i률효股떠金廳健康용

中볍 A 民 行也正在출*起草

<意파> (狂求意J7ì.鎬)삐定規定효행떠金밟友展服종핏{*;조

뺀、 服 M.宏 ~.!N려控和*조
i휴穩定、 保 tf' 消費者 1'ffl 、 5일行상平竟휠和밟管自律等原
IJlljo <意J7ì.> (狂求意J7ì.챔) 的立껴是彈洞{좋統金廳的主流地 f立，將효縣떼金없
定{立켜f흥엇金顧的朴充。 明뼈作꺼朴充的효股떠金顧井沒有

?.Jl햇金願 }X\~잎的本

Jffí，j乃需要加彈밟管。
월然， 효훨 1쩌金없的밟管要避免成 1J新金밟~友展的障
立t 껴，避免 ~t1Jj 좋tJë 金밟~的保

tf' 쇼。 客뻐而콤，

6용，Yi 풍者保持完全中立

j종統金빼存在的해 3습在설i휴딛ti

용향展 i호程中越宋越료示出其不合理↑生。 J1lt 互縣떼金願的 iJt 짧)츠빼不 j 휠@'I生盟
得更켜明료 151。 효陳|껴金願使狂승J1 子金없民主、 金願自由、 金밟 'f 等、 金밟效率
的텀 1'jj\웰휴훈↓
k 理想훗成짜핏。 Po果뽑統金願不能反映 Q;些需求， 就]옮以縣룡리
5t몹原
有的地{立。IHDì융띠까 2죠?유풍꽃
R 得좁똥~js特 席動뽑효指出的쳐따￥ “金願法A 大
샀化， 將原本 f又有f 휴치;1.화客f뇨享有的金밟服종特 1'31，j좋播t읍1天치"\J.굉的客f 역il" 。 ↓k 中

E되효映쩌金顧 J.!IW~看， 효股떼金顧的옷健或 i누井不是純*￥的新金밟이i울。但효縣쩌
金j願뼈콧提供 7 更多的金없服종찢端， 提供了更多的信用支持{本系， 提供 7 金敵交
易옷系中更多的↑凡승，使得保않、 基金、 i正향等的챔뽑휠得更力有效。 如果使得얹
源的配置更力有效， jj'f金 J1 千 3l<j;협조~Jf的支持更加具有 'ítJ1 性、 有效性， 就승成겨
?.Jl훨 f좋統金밟的有效手段， 井특{좋統짧뽀願合成1J 整{本金없뼈系的有椰且成部分。

2. 多홉化互股뼈金밟形志的

~;去律웰옮IJ 훔求

J1 子효훨쩌金밟， 7ëìt 핑取何 f<P具{후的間~模式， 都需要明 6명其中的法律중
1:;)

홉숲有 A 밸心표행떠짧뺑成켜{융!1ílll1ï꺼명題홈。 !m채g져彦 -“표햄쩌金없，
뻐%암협Ïli얘릎흉홈"
했 (lT 金없科技) ，2013 年 ，했申 “풍찮互얹쩌金밟표~B;j""，했 〈金없B;j"
뼈} 2012 年 10月 15
日;JíflM
용 “표햄뼈金顧때ili 달商 >l!'mlïiiì1>;j""
，載 〈金願융ìt} 2013 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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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효

系。 互股떠金밟本 Jffi上休 f!l!
的是金願商事法律옷系，

m깅;효없á'J:& 展!5;~律 ffi쩌思 g얘

井以夏合多元的合同옷系架

해。 第三方支付핏 ~ff
，上是支付服용合同옷系。 F깅P흉款的形式多햄， 其中純*쭈平台
模式했꾀上屬千居폐合同갖系。

如果밟윗方 j현i立ì9:立P2P平台醒資的， 本屆上是밟

~~ff，上包含了吸t& 資金되용放없款閒 1-ff
lJ. 其中吸收없金옳予떼↑生承 i월的• ~~ff，上특吸收存款行꺼훗似， 以i컵쨌챔 ì.t方
式• ~~ff
，上狗成{렸
f~ 얹f' 的 i正#ft 何짧等等。 월然， 由子具#的 ft 종形쪼、 支擇

윗合同옷系。 如果宋取없金池模式的•

技木、 涉及핸域等有所不同， 其制度需求승有所不同。
以支付金顧뼈 Ijf훌뺑a 처i9~ 支付金밟밟좀金밟 fJlf깅탬 F金觸 ru 섣!i"J支:付服용。
효.JI*
쩌支付形춘五花 J\.r'l. 包括쩌없支付、 二짧 9支付、 NFC 휘많包、

g깅像式支付、i홈音

支付、 超훔波支付。 其中. ~爛支付是最主郵 b支付形式。 그關支{擺出店因安엎옆
惠被哲停反映了金빼技木 fff"뼈만훨 ~I生。非金빼 tJlfl 演三方支付服용屬千典型的효없쩌
金없 ft 종，빼美밟좀 ~F 金행한flfl 예F져{혔'!:J...
、付款 A 的支付中끼所提빼 "J~챔支付、 f 멋
付 f 、oomJl:~

홈及中固A 닮lliï1l"J
其{번支付服줬。
支付 Eι 밟없뾰立的第三方支付되

依fE 平台的第三方支付。 其中뾰立第三方支 ftt 莫式主要밟없 g三方支付平台完없뾰立날

m

벌子商쯤平台， 只提供支付 f' ，品和支付系쯤縣決方案，不具옳 껴양1껴
上提願얀誼{며뱉 lV". 支 i'ffJltt]f
關/'챔
k 提짧인支

ε

支{취따상패i

m읍송將交易윗힘 ~f，쁨m

옆R

f캠lV" 中方爾경至 f>)춘'XA 升ì51ll"J
支i'ffJlt
微f뇨， 再M. 付款A 퓨i弼支 i'ffJlt
생lV" ￥￥￡收
款人규 ì9:的支 i'ffJLfî때lV" ，井題장由支 /tt'JlÌ;
城Ij햄鐵 Aá 냄lliï\i!lV"
。뼈械、 ìC 付天
下。在없표平台的第三方支付服줬中， 貨훌t 由平台찬펼井有平台 j蘇陸家貨鏡 l않、 i흉
行~. 在돗方않貨뼈 ìAÆi 敵n平台付款。 第三方支付平台뼈嚴方뼈
A再行 M 춘ft~
ít
平台퓨껏的第三方支付服영했 f土是켜提高벌子團종交易各方信任及保 i正없金달였物

n麻 Ijì.힘현，通常有 m 保交易 á"JJtJÍîEodl:1~.

第三方支付服종센可켜 f품'XA 、收款人提供

윗金행服종。 f홉뀔!iJì~j能， 部分支 ftt:凡↑빼n 大효없 l쩌金없특볕子뼈종服짧 b 集合力度，
麻予支 fttJlt챔隨):j 펴Ë. í
是供信用爛&等支 f피願윗。
支付金職릎퓨放짧뀔金觸 f 뾰投짧낀第一↑냉願， 며是第-波효縣{쩌金밟。支付金願
涉及쪼Ij的껏 ïfí功能、 支付安全、

m~管理、 反洗技、 外[賢理、 支 i'ffJlt1ý責任、*농算安

숲等何題在都뽑 t죠得종 IJ풋注。~管↑凡f 잉A 퓨放支 it'짧뽀服왔立程中騙擬友布有혔찌
定。휩邱뾰껴止， 有훗支 i'ffJlt
깅듀支付ft 쭉째.EJ조有-짧뱀 ll!iß. 包括 〈떠上짧 'Tft용

t> 、

쩔輕협 f 꺼낸

〈벌子flli'Tft줬管理 j] 法〉 、 〈볕子支m~~1
(第一뭉)> 、 〈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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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밟f 安숲 i￥f렴릅引)、 〈면휴 ffil' 安全 i￥f해lt 생k용 l5'it~ìÁ定 Iii: 폐뚫〉 、 〈쩌t 얀켠f
系짧즙息安쉴훤用 ~J{!
뺑 等， 옷子支 NtJlt~ 때뼈括 〈격탬댐뺑lt 쳐支付服종管理껴法》 ‘
〈非金願凡↑깅支付服쳤웰里力法핏確1I!Jl1j)、 〈支Nt 凡↑짧F 옮付金存쏠꺼法} 、 〈支
f폐lfi: 路境벌子間종 j~ìC支{꽤종 ùt 혐읍륭觀 j 、 〈夫千뼈옳商jk 짧行특第三方支 it
tJlt 강읍i'f 購B퍼蘇 llL J!:에， <支f며좁算짧只짧動뺑
、 〈支ittJlt 성효뽑쩌支{tjk
종管理力휩 等也在制힘한물中。 JZ;발챔 I~훌i 후 대鍵출염月효.lI*l쩌짧投展需要↓ A技木
*하옮、
交웠흉式、 tJlt 성形式、灌λ 뼈將i 훔多方面홉願뺑觀냄
1않。

*á~

3. 友展효봤뼈金앓要웹흉平等規制、
효取|껴金敵的共同特펴決定

꿇월

EE즙틈創新 gE管相않없淑파뽑‘路

7 효햄떠金밟밟管的共同性。

밟밟管{*系中建껴-套狼立的효햄떠金밟밟管#系，

是否有必要 f'Ef종統金

~며缺효必要的ìQ:ì正。不파，

표蘇떠金顧存 f'E的特珠性특多 f￥↑生要求我iìl在핏施효햄떠金없~管용棒我
慧。<意

!JD

((正求흉、
.m 橋) 明뼈효股떼金밟밟管方式的多챔

iìl的智

1生， 包括制度뾰

管、 分훗 Q효쯤，j까同밟쯤、 폐新~管等等。
옷子 jM度밟管、 分훗~管、 f깨同밟管都是在-般市껴없管#系中被重꽤的。

在金

빼~賢{후系며，我 iìl也*期멍持制度 tJ[V[ ‘分훗規핸、 jM 힘밟管的原 i)Jljo ~子표용*
쩌金밟 fl'jkit 展中的特빼生， 我 fil 要맺持平等체制、 i 졸검잎管딛며新잎管↑ '13~농合的
체混뽕、路。所i뽑뿔持平等쩌힘 1]' -是뼈定平等다녕 P표股쩌金願交易옷系中各方的재
￥Ijx:.종的平等性， 尤其是要克服因효뽑떼技木혼生的껴加효股떼金밟消費홈利益的

fffî，tm 居金願活 ï;I]的功能되 1生fffî뼈定효
股 l껴金밟되佳장옮敵的等同 tJ[V[161，不同효縣쩌金願 iIt.종 Z 떼的等同뼈混， 避免出
re管套￥IJ。 所i뿜造월~管， 要求我 iIl: 充分把握효股|껴金밟jk 종쳤앉훌、jk 종핸固、
}X\~효管理技木、 }X\~효影n메面等方面 B맴흉，연，
JA制度딛政策털面 tWJ몹돗빠情況 :t-t不同
情形핑取彈度 i 횡i흉밟管原멧 1j171
。 所i 뿜glj新밟管， 就是要웃注쫓 IJ효股떠金밟的特珠
根害 ，二是要求充分把握不同金밟形式的핏

16) 分行:lJt.lI[
촬模式的뺑端뼈돗客xJ!.存tEo Jt 千金없市t껴而등，存tE相검大的替換性딛顧合生햄
，<!!，。
近年未，I능f1:‘理따‘基金‘私흉‘않管 行:lJt.似乎 tE不뼈*田分，
1ft本@上웹]是짧없윗옷系，
t~ 표之떼存在홉itl 뽀 不同的金뾰없管tJlj);]* 願성밟촬方式、手段、lI['ií'5혀度存在不IJ빼差륨，
ι

9

以lI[管 ，랬1:行꺼듀랬下行JJB~~
효당랩度的差륨。

17) 近年未，~1 좋m ↑댐iltlíJf展)X\~효提示工1'1'，Ýlll&lI[웅2011年;jt布 〈옷子ÀÀJJ! 有옷께않提示的i별
- 288 -

<1'~
힐효~，
I"l~~la~:Jt展 ÈÕ;ξ律mn!l:~용
性， 創新잎管方式， 提升닮管效果。 本文重현 ìtìt~ 管 fliJ新|可웰。

fliJ新없쯤的典型是美固옷千쩌짧等윗的~賢 j2'Çf￥。2012 年， 美댁通파 fllJiJ!.企 iJ!.顧
윗法案 (JOBS 法案) ，듭在使 IJ 、型企iJ!.在構足美固 i 正췄法要求的同뱀， 吸引投얹
홈井꿨得投없， 井없 j 흉lttiJ!.tJl 승。 ì짖法案放규了샀흉股*뼈뽀윗，重현是 xt 千投윗홈
利益的保 J'F 。 就 7f 放而즙， 法案뺏定 f:J::옳願 ]'í':>jZ台只要符合-定要求就可以免子

SE 댄冊。 就保 J'F投윗者而콤， 有四錯施， 要求在 SEC 옳案， 井向投 ]'í'홈及中介
tJlf 칭被露뼈定的 f홈息 ，不允 i 쑤宋用「告未끊않&行 ，처흉윗홈的朴 i쓸11'出限制 ;向
SEC 和投윗홈提交용子企 iJ!.j흐行和때쯤情況的年똥根告。 法案同 a1 就 iJ!.쭉堆λ 、行
.'Ik 自律、 ff 金얄移、 }xjJ없융示、 f 꺼防 ìt 뼈、 消費者保 J'F等方面 xt 願윗平台 i 표行허
東。 H:校而즙， 我固처千효股떠金顧的밟管不 13(xt'ff:J:: 월않有 t~ ￥￡系統的制度安
排， xt 子잊종中 E설rìZ: 升展的 P2P 也缺 E明뼈的規삐 i끄界。 t~ 校-致的建 i 씨是，
至少要빠定 P2P 떼짧信옮的信息被露要求， 提高 P2P 行 iJ!.的透明度， 以提高行 iJ!.自
治， 減少投윗 }X1J융。xt子효햄쩌金밟的基 E냄建ia ，￥
R板推 T;i]~훌i융f正信f 本系。효용용쩌
金밟뼈勳的重要基뻐之-就是大췄썼댐， 핏ßjf，上就是liz 的信息、。良好的 f正信iJ!.용展
的基뻐上， P2P 信붓等효햄떠金敵才有可能용홉其頁正的
1Jt찢。 我固팀前효없떼金
밟所依顆的信息 .JJi取É".J~훌道合영건生딛
Jffí量保 i 正F 重不足 181 Jl1!有효훨쩌金 j顧的 f正信
i효行{本系
191需要有系統建 i 요的，짧g0) ，f正信管理특않 :fM~ 法律的 tl1!ìEZlI等|可짧需要
庫淸。 全面建 fψ 正信f本系，才能破 11'ì1웠흐行整{후提供基뻐保障。
0

知〉

‘

2013年央行的

〈支付jk~JX\많提示--加大軍核力度提홉홈理水平

防 Æ~l 용信뾰平台JX\

P효〉 E업줬院끼}상 JT( 용子 JJol옮影子없行 jk 종쯤千 f리짧的i현知〉等等。 就llii管끓度而즘， 可以핑
‘

取信息被뚫、 제않提示、 行 jkí3律‘l:i율되풍理指경|、옆期 ìì'f려되被짧 市 t쩌꺼뚫
A ‘行 tJllii촬等

不同的 ßã쯤指6힘겨

z

18)

互없떠金敵 itin융客F 的 l켜史行껴及交易 ìè총未判없iJj'!.!ì'
客 pá~信用께 P효，缺 져客 P 大혐랬下交
易 f 능息的i뀌연，효처홈 P 未*的市 t껴제P융以及客 p 內部 JX\~않防참方面t!l 是호白。 댄 金없有更 ;E
整的信用 ìì'랬技*。 뼈#技木各有 (jt찢， 需相표밟合。 參!1!.훌新뼈 “훗千互얹쩌金없 f正f응용展
á~思考" 載늑 f (狂
f즙) ，2014年第 I期
191 따行표없쩌金밟 liEf읍#系iti쨌子以下方式-是표 Jl*~îJlî낌7f展的 liEf등活 i;!]; 二是互얹띠大혔提
公司收集、 整理、 保存未源千第三方的 g:Jl*~겨 m 옵及深度12抱和 1JOI形成的 f正f음 îÆ告等信用 F
品 ，三물互없쩌金밟同 lH~ 提庫， !m“쩌짧金밟liEl응系 (NFCS) "。參 91.훌新뼈 “종子표없
쩌金 g 때iEf읍*展的연、考"혔子 〈따信)，2014年第 1期。
201 中固따信 jkjt 展쭉 ι 펜括三大部分-是建立왜立的互取때따 f흡i* 系 二是建立 lJH<niE 信#系，
三是建立多 f 러生的↑正信#系
21) 如OECD (염私保îl'和!ì'Á;~
提뽑볍流없읍류原삐〉 。
α

m

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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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웰 i홈
政府及밟촬 fJH 생t 千효陳떼金敵的 ìJ...ìJ1특 jM度 j 옳掉，i 용成처효용용떠金빼行ft 것展
的옷健因素。 없Ij度進홉-是要避免파度밟管制허효뽑|쩌金敵的&展

;二是要避免千

행j立多‘F뾰政策설度激 Jjjf]뜰致金願市 t3.JfJl 制效能빼협 ;三是要避免효햄뼈金밟的

JX\원拉制 fJl 옮IJ缺失 基뻐性 (包括효햄떼金행搬木폐堆{本系等)鋼습。 효取떠金밟
本身的金顧特，역要求*IJ 度~擇予以充分的갖注。-是互嚴쩌金밟存在的
fflf 웠조율的
模式， 핏ß;j;上成겨 f1 승信用的重要 t且成部分。 在효햄떼金顧形쪼며出 flj! 了-Hg 商 ft
信用、 金敵凡 f 해즙用、E휩家信用等不同몽 lJ ，:信用形잖，
需要不同的制度供짧。
효陳쩌金願的 JX\ß융包括法律쩌않、 信用 JX\않되 i 흐行쩌않等。 法律께많主要包括互
없떠金願凡均밟管法徵차失所류致的法律政策不뼈定틸不明
6명찌않、支付f凡均等自
i

身定{立되法律定位可能存在的 E 大差륨륨致的行켜合휩生 JX\~、밟管主休的不明뼈
井을致的맹責不淸等류致的 JX\~윤 ，信用 JX\ß융主要是효縣떼金뾰 i'JH깅本身的염用 βl 않

n

以及효햄쩌金廳 i'Jlt 잉本身 子信用 JX\ß융的控옮Ij能力， t홈多所i 뿜 ákJJi最合交易平台本身
鐵Æz. 良好的信用基 6냄，以此꺼基뻐建 f때인某些효取쩌金밟行 ft 信用 JX\~ 存在被據
훌훌的↑홉形
，此外， tt 存在高 tI ↑
H지않‘洗:뚫、套flj!等 i 흐홉JX\ß융힘技木βl 원i 等等。 효
뽑떠金밟的制度해建
딛新 PA市껴，

m.월正簡 )1 理好管理딛 121Jl新的옷系。 효햄떠金顧 11'1.1新왔行 ft

m.~닙훌重解j왜k 용創新 i 立程中的뼈홉況、 新 U러짧，井똥取建立行

ftt 까

승等有效手段督 t足參되主 f추合~]1j
조율，i혐P市t껴良性&展。 y갚管要突出해 Æ ↑生，
防
止i협在께많的흩延 ，要 9l: 쩨밟管 I훈랬思雄，~持市

要 )1.理好外部없쯤듀텀律밟管的풋系、

Jm;Jt- 키生딛多↑￥↑生
;밟管策略上

行 ft'Mi 管딛밟賢合{양的夫系、R싶管技木딩'Mi

管基뻐的夫系， ;2;些웹1是효햄떼金關 'Mi管必 @j*期잎삼춤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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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Finance and Relevant Legal Framework
YANG，ZHONG-XIAO

Prof Dr.，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떠1 Science and Law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societ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araeteristic of China’
s development，
market strueture and status of the finance industry has facilit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ternet finance，However，there ar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etical disputes exiting between academics，both traditional & internet
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s in term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its system construetion and s매ervision regulations. It is
further stated that there is almost no basic agræment

on these aspeets，

Therefore，after considering the propriety of China’
s internet finance，the
main forms of China's internet finance and the trend predietions of China's
-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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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finance，this study argues that a special1y designed system is
required to re.밍.I1ateintemet finance in China. The regulations can be formed
as general rules，or special rules，on internet fin때ce and a regulation
system which concerns to a special extent internet finance. This paper w피

∞ntribute to internet fir

nce supervisionsby providing fair standards，
regulatory

딩

thought which combines prφer

supervisions and innovative supervisions.

The introduetion of a new legal treatment to internet finance will also solve
the newly appeared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Final1y，
after an effective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the regulated entity will operate
within the allowance of regulations and the whole internet industry will step
into a sound development track.
Key words

internet finance，finance innovation，financial risk‘finance
supervision，regulation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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