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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其在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效率、降低
服务成本、推广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之也带来了技术风险和波动,增加了风险
传播渠道,对金融监管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提出了巨大挑战。金融创新往往会制造金融风险,因为金融创
新活动产生的风险不可知,导致监管滞后,当发现风险时风险已经产生。比如美国华尔街在衍生品领域的
创新制造了次贷危机,中国金融创新及其影子银行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风险。但是,金融创新对竞争性
的金融业而言具有巨大的利益动机,谁领先创新谁就会占据优势,因此创新主体通常倾向于更大胆的试
验,所以,监管需要跟上。如何合理运用科技手段促进金融行业发展,寻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适度平
衡,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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