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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WHO原文称为“pandemic”）
及其导致的生产紧缩、消费下滑，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2万亿
到4.1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20年亚洲经济增长率将
从5.5%大幅下降至2.2%。益博睿核心经济预测显示，经济反
弹将于2020年下半年出现。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全球经济可
能长期紧缩，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无论如何，对于国家、
企业、个人，2020年都将是艰难的一年。

疫情下的宏观经济阵痛

202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尽管从2019年开始，全球经济已
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1月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
冠肺炎”）的全面爆发，无疑令经济前景雪上加霜。短时间内
我们已经看到，因新冠肺炎造成的鲜活生命的消逝，及其所导
致的世界多国医疗体系的几近崩溃均是其破坏力的直接体现。
然而，从中期看，为防止病毒造成医疗体系甚至社会秩序冲击
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包括大量自主隔离、区域封锁、停工停
产等，无疑正在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前景。

海外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部门评估的可能性

快速反弹
（V形）

病毒会在2020年第二季度中期停
止全球范围传播。

经过急剧、短暂的收缩之后，影
响 趋 势 将 同 早 年 的 其 他 疫 情
（2002年SARS、1968年H3N2、
1958年H2N2、1918年西班牙流
感）相似，迎来复苏。

表现形式：
• 欧美政府所采取的有效应对措
施减缓了病毒传播且治疗手段
施行得当

• 大规模的政府财政和金融干预
成功解决了消费者和企业的混
乱局面，使经济活动迅速恢复
“常态”

延后复苏
（U形）

病毒会在2020年第二季度中期前继
续全球范围传播。

由于病毒自身具备季节性特点以及
公共卫生领域将出台更强劲的应对
措施，之后病例数将会减少。

2020年全球GDP增速大幅下降；从
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GDP呈现温和
复苏。

表现形式：
• 东亚复苏；国内消费减少，供应
链受到影响

• 欧美实施大范围社交疏远、隔离
和旅行限制，导致2020年消费者
及企业支出降低（裁员、破产、
货币政策成效不明显）

长期紧缩
（L形）

病毒仍呈全球范围传播局面；无季
节性减少。

需求冲击持续到2021年第二季度。
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造
成大规模人员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2020年全球GDP严重收缩；2021年
第二季度才开始缓慢复苏。

表现形式：
• 由于复苏受制于全球经济颓势，
东亚出现二度探底

• 欧美遭遇需求侧消费者和企业支
出削减；2020年陷入深度衰退

• 虽然可避免银行业危机全面爆
发，但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足以避
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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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全球其他地区，中国因最早面临新冠肺炎的冲击，凭借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目前确诊人数已经大大降低，3月份开始，各
地方政府已陆续组织复工复产工作。中央政府则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包括信贷支持、保护中小企业、限制裁员等，虽然困难重
重，但中国政府在保障就业与社会稳定方面已经谨慎地迈出了第一步。短期看，部分地区和行业可能陷入萧条，并影响消费者信
心恢复。

虽然强力的政府干预会减少整体大萧条发生的概率，中国政府也不会坐视大规模失业的发生，但年轻群体就业难、收入下降、消
费需求下降这三个负面因素仍会对个人消费信贷市场造成较大影响。

中国经济的艰难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对主要行业的影响范例

• 大量商店关门或减少营业时间
• 线下交易转向线上
• 餐馆/酒吧客流量大幅下滑

• 新车生产暂停
• 经销商销量减少
• 供应链中断

• 网点现场业务受限，服务减少
• 逾期率上升
• 对中小企业需专项扶持

• 航班取消，交通缩减
• 酒店订单取消、主题公园关闭
• 邮轮取消、景点关闭或限制流量
• 连锁院线、体育赛事和现场表演均关闭

零售&餐饮

旅游&休闲娱乐

汽车

金融服务

成衣
汽车制造
汽车销售

耐用消费品
线下教育

食品饮料
化工
制造
媒体

金属及采矿
油气/油田服务

房地产开发
畜牧及农业

服务公司
钢铁生产
技术硬件

休闲旅游&邮轮
客运航空
零售（非食品）
船运

建筑/建材
国防
设备与交通运输
租赁
包装
制药
不动产投资信托
食品/食品零售
电信
废物管理

全球疫情影响
热度图

高风险

中
等
风
险

低
风
险

可能影响较小
互联网服务公司、零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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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产品以信用卡、消费贷款为主，市场参与者则涉及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机构。过去几
年，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经历了因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高速扩张，个人消费贷款业务风险逐渐沉淀，并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强力关注。
2019年的严监管，特别是对催收行业和大数据公司的整顿给个人消费信贷行业带来了巨大变化。长期来看，监管整顿对于个人消
费信贷行业的规范化会有较大提升，利好消费信贷长期稳定发展，不过在短期内，信贷机构的业绩以及风险表现仍会受到相当影
响。1月份流出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较之前的征求意见版本放松了部分要求，但市场各参与
方要实现全面合规，仍面临较大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给中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带来更大冲击。

一、疫情引起存量信贷业务风险暴露

疫情开始前数年，在互联网资本的鼓励下，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放款机构逐渐倾向于将更为年轻的、也相对缺乏稳定的客群作为
业务扩张的对象。经过社交媒体的加持，消费主义在年轻人的心中留下烙印，“Z世代”年轻人也展现出不同于前辈的超前消费
欲望。“报复性消费和钱包里面没钱的矛盾”真实描述了年轻一代借贷消费冲动。

过去几年，主要的信用卡发卡行先后开启抢夺年轻客户的战略，互联网助贷平台则更直白地宣扬“长尾客户”、“次优客户”的
概念，大胆利用高利率（或变相高利率）和所谓“大数据”风控手段，引导持牌机构放贷时下沉客群。结果是，市场上贷款获取
门槛逐渐降低，收入、职业等传统信贷审核必须要素逐渐后退，借款人群体的工作和收入稳定性逐步下降。更进一步，为争夺市
场，共债问题（业内也称为“多头借贷”），即借款人从多个放款机构所获贷款总额超过其还款能力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为延
缓风险爆发，部分机构不断通过贷款重组、借新还旧、先息后本等方式，为还不起贷款的借款人提供短期缓释手段，掩盖存量风
险。

疫情的爆发则点燃了火药桶。春节过后各地复工推迟及部分城市的封城措施、自我隔离要求，对于在体制内机构工作的群体而
言，收入影响相对有限，但对中小企业雇员，稳定性劣势迅速暴露，生产停滞的时候，收入也大幅下降甚至为零。这类曾被称为
“次优”的中低收入群体开始为生计犯愁，资金链很快紧张起来，使得消费金融贷款的逾期率加速上升，存量风险浮出水面。

据了解，消费金融行业在2、3月份的逾期率增长了30%-50%，业内领先的持牌消金公司风险增长迅速，由于持牌消金多采用联合
贷款的形式从而扩大贷款规模和收益水平，消金行业的风险暴露也会一定程度蔓延到银行。而信用卡行业，虽然客群定位优于消
费金融公司，但在疫情之下，低风险客户自我抑制消费，高风险客户存在风险提前暴露的可能，中等风险客户在短期阵痛期可能
向高风险分组迁移，从目前各主要银行公布的数据看，逾期数据均有一定上升，但考虑到信用卡账单周期和催收影响因素，1月
份消费，到3月份产生逾期，最终要在6月份才形成不良，可以说疫情对存量资产的影响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展现出来。

二、催收业务面临瓶颈

面对上升的信贷风险，作为信贷机构风控最后一环的催收业务却无法施展。疫情之前，暴力催收、信息泄露等等行业乱象已令催
收行业整体陷入困境，甚至波及信贷机构自有催收业务。在连续两年严监管后，催收行业及业务人员顾忌借款人投诉，催收效率
已经大大下降，业内戏称“佛系催收”。

疫情袭来，春节后复工的推迟令以人力外包为主的电话中心无法按时复工，电话催收业务陷入停顿，在电话外包业务大省江苏甚
至有公司因违反地方规定开工而被关停的新闻。更进一步，银保监会在《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疫情之下对借款人进行征信保护，强调催收纪律。而疫情下为防范声誉风险，各金融机
构对负面舆情更是“零容忍”，令容易引发投诉的催收业务更加困难。

在监管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传统依靠密集电话轰炸的粗放式催收方式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催化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在短
期内加速上升。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消费信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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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信贷拓展面临多重困难

要延缓不良贷款率增长，除减少分子（即减少不良贷款额）外，增加分母（即扩大贷款规模）也是信贷机构常用的手段。但疫情
的阴影下，新增信贷扩张虽有政府鼓励，信贷机构仍困难重重。

首先受疫情影响下的生产生活还在缓慢恢复中，虽然多地政府官员做出带头消费的表率，但日常消费还未能恢复到应有的繁荣，
一定程度抑制了真实的小额消费信贷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形势判断，信贷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一般对信贷政策、审批策略进行了
收紧，以便在资产组合中引入风险更低的客户群体，稀释整体风险。例如，某产业巨头背景的互联网助贷平台在2-3月份大幅收
紧风险策略，砍掉了80%的新增业务目标，力度堪比自残。这一措施在长期能发挥缓解风险压力的效果，但短期内新增业务大幅
减少，并直接导致不良贷款率指标攀升。

在传统银行信用卡业务和线下消费贷款业务领域，监管要求的KYC（Know Your Customer）“三亲见”（“亲见本人”“亲见身
份证原件”“亲见签名”）原则没有任何松动，因此在国内物业管理趋严，写字楼封闭、小区封闭的情况下，地推团队较难进行
作业，各银行新增业务产能面临障碍，整体乏力。

四、欺诈风险面临更复杂的形势

虽然产业复工困难重重，但欺诈活动并未因疫情而倦怠。

一方面，推迟复工、居家办公、轮流上班的工作模式影响了信贷机构反欺诈调查的效率，因为调查工具和手段属于信贷机构的核
心机密，很难离线作业。另一方面，信贷欺诈造成的损失可能与疫情引发的信用风险混合在一起，欺诈案件可能利用社会生产短
暂的停滞，从反欺诈体系的监控中逃逸。

更无奈的是，监管机构的善意也会被不良借款人钻空子，在银保监会发出《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保护受疫情影响的居民征信。这一善意经宣传后，金融机构和导流平台收到大量借款
人申请，要求包括征信保护、撤销不良记录、展期、减免费用、免收利息等等，以某互联网系头部流量平台为例，受理的申请理
由90%以上是“暂时无收入来源”，但借款人基本是湖北以外地区，一般无法提供具体材料证明其受疫情影响，少数人甚至伪造
病历本或医疗机构工作证。

大部分申请人可能因其并非从事稳定工作，难以提供材料证明自己的困境，但也不排除少数不良借款人借机牟利或洗白自己。信
贷机构无法一一识别其真实性（调查成本也很高，且有被投诉的风险），也不愿意冒引发舆情风险而直接拒绝，往往采取折中手
段部分满足借款人诉求以息事宁人。最终，不良借款人获得鼓励，信贷机构增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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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资产经营：精细化管理和存量盘活

疫情之下，新增信贷业务扩张必然受到影响，相对新增客户，已有行为表现的存量客户是一笔真正的潜在财富，存量资产的盘活
对于信贷机构收入提升和风险水平表现至关重要。过去数年，国内主要的信用卡中心纷纷建立账户决策系统，并在存量资产贷中
管理方面进行探索；头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则在客户转化、优质客户续贷方面进行了较为前瞻性的挖掘；但总体而言，目前大多数
消费信贷业务存量经营方法较为粗放，投入产出比不一定最优，在更精细化的策略应用上仍有挖掘空间。益博睿最早在国内推广
存量客户的经营管理理念、分享海外账户决策系统管理经验，具有业内领先的成熟账户管理应用工具，可为信贷机构提供精细化
经营支持，在存量资产中寻找风险因子和潜力资源，通过综合提升资产收益率为年度经营目标提供支持。目前益博睿已在部分股
份制银行信用卡存量经营项目开展最优化策略实践，效果显著。

催收策略优化：提高催收业务效率

2020年，传统上仅依赖人力扩张和回佣激励的粗放型催收体系亟需改革，催收人员并非越多越好，通过精细化策略组合和客群分
析，为不同的人群设置不同催收策略并通过合适的催收团队进行运作可大大提高催收效率。益博睿在催收系统研发和催收策略咨
询领域具有丰富经验，通过全球领先的策略工具，可实现业务配置的优化，为信贷机构节省投入（包括人力、电话等），提高催
收效率。益博睿正在为国内多家股份制银行提供催收系统和催收咨询服务，疫情之下，更建立亚太地区疫情应对方案的联盟，通
过各国业务精英的协同努力，探索贷后管理的优化方案，从而服务信贷机构打通催收瓶颈，保护非恶意欠款人的利益，为全球经
济抗疫作出贡献。

经营战略支持：扩张与风险的平衡管理

疫情危机之下，信贷机构年前设定的多个业务目标可能并不能全部实现，如何在业务目标中形成平衡，如何实现全局最优化的战
略决策，这是信贷机构管理层面临的选择难题。益博睿全球研发团队利用运筹学原理，设计有Marketswitch Optimization工具，这
是利用领先的数学理论和应用模型建立的全局最优化策略方法论及其实践工具，可针对多个业务目标寻求最优解，支持信贷机构
管理层在多个业务目标中寻找整体最优战略路径，并快速部署，以达成全年目标。益博睿最优化策略咨询方案已实践于国内数个
股份制银行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风险表现。

线上作业突破：自主风控的管理体系支持

疫情带来的线下社交冻结对信贷业务特别是信用卡业务线下展业造成困难，开展线上业务的迫切性逐渐突出，即使部分业务因监
管要求不能完全实现线上化，但减少线下环节，改善客户体验，增加触达效果，提高业务效率也是传统信贷机构的内在诉求。线
上作业对于传统信贷机构，特别是中小信贷机构的挑战十分明显，风控能力是否与线上业务匹配，既是管理层的顾虑，也是监管
机构关注的要点。益博睿是全球领先的风险管理咨询机构，通过全套信贷体系的咨询和实施，可协助信贷机构迅速突破线上风控
瓶颈、建立自主风控的能力，同时益博睿全球研发机构推出的X Score评分产品针对线上大数据风控业务提出全新解决方案，实现
数字化转型，满足监管要求和内生管理诉求，并迅速形成产能以支持业务发展。我们在国内服务伙伴遍及银行、汽车金融、持牌
消金、互联网金融机构，在线上业务转型及风控领域具有成熟经验。

反欺诈能力提升：反欺诈体系建设支持

反欺诈业务是信贷机构与犯罪分子的长期斗争，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为反欺诈工作带来更多挑战和转变。益博睿拥有全球最大的
征信局机构，通过大量数据支持，我们在欺诈识别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益博睿拥有先进的反欺诈系统工具可为信贷机构提供强大
的反欺诈业务支持，同时还可通过先进的益博睿全球研发机构推出的X Score评分产品中欺诈评分体系，协助信贷机构更好开展KYC
工作，完善借款人画像，识别欺诈因子，合理进行决策，关键时刻助力信贷机构有效识别风险，减少损失。

益博睿能做什么？
我们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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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益博睿大中华区

益博睿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610号
日月光中心C栋办公楼30层01-03室
邮编：200023
电话：+86 21 2356 8686

益博睿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832号
琶洲保利天幕广场10层08-09单元
邮编：510220
电话：+86 20 3610 0100

微信公众号
益博睿

领英
Experian Asia Pacific

益博睿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0号
颐堤港一座写字楼6层
邮编：100016
电话：+86 10 5926 7800

益博睿台湾

台湾台北市中正区衡阳路51号
基泰国际商务特区（TIDC）11楼212室
电话：+886 2 2383 2268

益博睿香港

Room 2604, 26th Floor 
The World Trade Center 
280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电话：+852 2839 5388

探索益博睿
www.experianplc.com

益博睿大中华区网站
www.experian.com.cn
www.experian.com.hk
www.experian.com.tw

业务咨询邮箱
RM@cn.exper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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