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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可持续、互惠互利的关系——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商业

关系——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正如德勤在新发布的《未来的

信任》（Future of Trust) 系列报告中所述：信任就像结缔组

织，将我们的一切活动连接在一起，诸如我们的关系、我们的

行为、我们对他人的期望等等。我们希望机构和组织能够履行

其承诺，并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同样，我们期望能够依赖我

们的关系和某些真理，在我们生活的圈子中安全地活动。

在金融服务的现实世界中，实现信任相当困难，建立并维护信

任的成本和难度对现有金融机构来说像是一条无形的护城河，

为新进参与者设置了进入市场的陡峭崖壁。

并且，从传统价值链向价值网络的转变将增加潜在交互和序列

的组合复杂性，愈发凸显信任和身份的重要性。

化解数字化金融服务世界的信任挑战，毫无疑问将有助于创建

更加丰富多元的价值网络。在这个价值网络中，现有参与者和

新进参与者都会受益于数字化所带来的速度感与被消除的距离

感。如《信任的速度》（The Speed of Trust）一书的作者和

该领域的权威Stephen R. Covey所说：“如果一段关系、一个

团队、公司、行业中或与客户、消费者的信任度上升，运营速

度会随之提高，成本相应下降。建立信任的基础上，一切发生

得更快，花费得却更少。这就是红利，高度信任的红利。”1

此前，金融服务业培养信任是采用“胡萝卜+大棒”的方法，

前者通过维持信任获得声誉、商誉和客户忠诚度；后者通过法

律惩罚或监管制裁向违法人员进行问责。在未来的价值网络

中，金融服务将越发去中心化，信任需要实时培养。具体方式

为采用透明且可交互操作的工作守则和法规，以及授权客户访

问其数据、身份和选择并从中获取价值。在验证和完整性的等

式中加入选择后，赋权和完整性将自我延续。

当数字化正在消除金融服务业许多方面的摩

擦时，符合参与者长期期望、维持行业奋力

发展的信任水平却可能变得越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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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争相从选择中创造价值

在价值网络中，行业边界持续模糊。客户赋权将根本性地改变金融服务业务模式内外的增

长机遇。

从超个性化到客户赋权的转变过程充满无数机会，新进行业参

与者可通过考虑和整合多种选项来进入市场，而现有参与者可

通过提供更多的选择来维持其现有客户群体。

事实上，受监管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这

种方式。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明显倾向于恢复金融机构和消

费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并通过法规和国家基础设施（比如欧盟

的《支付服务修订法案第二版》（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数据权利法案》（Consumer Data 
Right）和新加坡的财务数据交换平台）赋予消费者对其数据访

问管理更大的控制权。许多法规都以欧洲普遍适用的《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中概述的原则为广泛基础，而中国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于近期进行更新，将这些原则扩大到涵盖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收集和透明使用。2

这些法规正成为全球标准。我们期望更多金融服务提供商在试

图从不断增加的合规成本中获得回报后，越来越多地将重点转

向价值创造。但是，向客户赋权的转变不能仅靠监管要求驱

动。金融服务业之外，新进参与者正通过授予客户更多权力，

以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例如，浏览器将就消费者互联网活

动所产生的价值向其提供报酬。3消费者将自然而然地被那些

赋予他们对其数据和选择更大的控制权并教授他们数据和选择

中获取价值的机构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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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感到在掌控自己的数据，并有权对数据进行选择和改

造，而没有被强加于他们的选项所控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构

建彼此的信任。

在针对金融机构如何使用客户数据持怀疑态度的世界中，通过

人工智能支持并实现的个性化选择，相较于通过客户赋权来推

动选择，也许会产生削弱信任和忠诚度这一意料之外的后果，

而信任和忠诚度恰恰是选择本该创造的结果。此外，选择不一

定要通过退出来实现。

如果给消费者清晰列示通过交易其数据可获取的所有权益，他

们可能会同意。4简化消费者的数据决策，有助于将参与者的

关注重点从保护消费者数据——防止未获承认的参与，转向从

数据中创造共同价值——追求互惠选择。5

在增加赋权的环境下，价值网络中的参与者将面临更严峻的挑

战，以确保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能够匹配其日益增长的选择意

愿。多种技术可帮助客户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决策。例如，线

上平台可通过部署以游戏化方式普及技术和使用机器人分析提

供客观建议，帮助消费者快速学习金融知识。平台还通过生物

识别技术判断客户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反应，可阻止消费者在

心理状态不佳时做出重要决策。

选择的真正价值将体现为在价值网络中创

造良性循环。
赋予选择更多的价值将提升选择赋权的重要性，反过来将推动

对选择的责任和问责。

赋权——平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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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应对信任挑战的核心元素之一在于建立

关系的合法性，它是支持关系基础赖以建立的诚信。金融服务

行业的诸多创新都关注消除身份验证所造成的阻碍，很大程度

上都是回应监管和政策要求。

身份已成为验证完整性的同义词，但在由授权驱动的数字化金

融服务生态系统中，将身份概念拓展至包括数字化存在的所有

元素将有助于解锁更多价值。消费者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记

录在其数字身份中。换言之，数字身份的概念在数字价值网络

中越发体现活动创造的价值。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创造价值并

实现数据货币化，而未来的挑战将是如何创造可实现的、可转

移的价值，从而减少货币化需求。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意识到这

一点，并正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

在未来的价值网络中，我们相信数字身份将从静态概念转变为

动态概念。不仅个人和企业实体具有数字身份，几乎所有商品

和服务也会拥有。数字身份可有效连接物理和虚拟世界，并记

录所有消费者选择所创造的价值，无论其在何处。

价值创造者将创造数字化档案，其中包含

数字化存在的真实且可转移的价值，这将

模糊价值创造、获取和转移之间的界限。

支持数字身份的技术已经存在，比如代币化，它可获取和转移

数字身份所体现的数据价值，并使得与客户档案相匹配的丰富

数据元素以不可替代的代币形式展示。随着活动产生更多数

据，数据也因人工智能和分析技术的使用而得以完善，这些代

币的价值有所增加，从而创造一个连接价值获取和创建的可转

让价值网络。

现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完全有能力通过创造并运营基于既定和公

认的信任标准的服务平台，并在客户授权下访问不断增长的价

值网络，发掘代币化数字身份的全部潜力。这种方法，结合基

于零信任原则和无缝授权接口的安全措施，应该会大大增强用

户信心。在某些情况下，实现这一局面需要反思业务模式——

通过赋权受信任的共享访问来实现价值创造，而非以保护日渐

过时的数据所有权和归属概念为借口限制访问。

数字身份——结合赋权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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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增加赋权并借助赋权所创造的信任良性循

环将有助于打破金融服务行业此前对客户信任和身份的束缚。

消费者的持续反馈被纳入产品和服务的开

发完善流程，这就像一股动力，可能产生

飞轮效应，为参与者的指数级扩张打下坚

实基础，不会受限于其业务模式。

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将需要继续反思其对如何减少互操作性

和透明度的历史偏见，从而实现信任，用以支持市场及金融服

务业的平稳运行，同时推动创新并减少摩擦。

现有参与者和新进参与者需退一步思考：当信任和赋权支持在

全球价值网络中同步创造、获取和转移价值时，如何重塑金融

服务行业？这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即承认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

并将会以数字形式进行未来交易。

这其中机遇无限，错过将是巨大的疏忽和遗憾。为确保抓住

机遇，各方参与者都必须集体协作，以建立可持续的未来价

值转移。

未来价值转移必须以信任和身份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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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

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30个城

市，现有超过2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

询、税务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

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

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精于

勤”。德勤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同，成就不凡”为

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

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

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

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

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

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

服务。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

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请参阅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

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

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

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

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

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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