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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融资平台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从以阿里金融为代表的电商融资平台中存在的信用关系分析可以发现，电商环境下的商业

信用和金融信用有别于传统市场环境下的商业信用与金融信用。在研究电商融资平台的信用数据及其

产生途径的基础上，构建电商融资平台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能够避免评级指标数据来源可信度对公司信

用评级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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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云在 2013年曾说过：“互联网金融以后怎么

样我不知道，要跨越今天金融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利

用大数据把信用体系建好。”然而，目前国内关于互

联网金融尤其是电商融资平台的信用评级研究无法

满足电商融资平台的要求。

从理论基础来看，信用评级的研究前提是了解

信用主体间的信用关系，目前关于信用关系的研究

对象多集中于传统市场（林江鹏等，2006；姚益龙，

2001；戚聿东，2001），并没有对电商环境尤其是借贷

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进行研究。电商环境与传统市

场有着很大的差别，只有弄清电商融资平台中的信

用关系，掌握信用数据，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信用内

涵，得出准确的信用评价结果。

从研究对象上看，在目前关于借贷关系的信用

评级研究中，贷款方主要是商业银行（贾曼莉，

2015）、小额贷款公司（徐静娴，2013）、互联网金融机

构（黄鹏等，2013）等方面，借款方主要是大企业（毛

义华等，2010）或中小企业（牛草林，2005）。以阿里金

融为代表的电商融资平台，既具有商业银行自筹资

金的特征，又具有小额贷款公司为小微企业服务的

特征，更具有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数据挖掘获得信

用信息的特征，因此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满足其要求。

另外，电商融资平台的借款方基本为微型企业甚至

是个人，其业务完全在该平台上实现，交易过程对平

台来说是完全可见的。也就是说，借款方不能提供财

务报表等材料，但电商融资平台可以从平台上相关

数据中得到比财务报表数据中更多的信息。只有针

对电商环境下借贷双方的特性进行研究，才能够构

建真正满足电商企业发展要求的信用评级模型。

从评级指标上看，传统信用评级模型多使用借

款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可获取的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还款能力、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定量指标，以及由贷款

方调查得到的可以反映企业财务报表可信程度、员

工素质、经营者口碑等方面的定性指标。定性指标主

观性强，调研难度大、成本高，而且小微企业难以提

供财务报表或提供的财务报表质量低。此外，数据挖

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使研究者过于注重信用评级方

法的运用与革新，忽略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业

务的差别，没有从业务逻辑角度设置评价指标，从本

源上探究信用评级问题。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电商融资平

台中的信用关系、信用数据及其产生途径，通过分析

商家的信用行为，从买卖双方的信用关系中得出信

用信息，据此构建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使得到的评级

结果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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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商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关系

信用产生的原因是交易中资金和商品的相向运

动出现差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信用是一种经济行

为，又称信用行为（李晓伟、曹卫群，2006）。信用关系

则是因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经济关系

（A对B做出了信用行为，A与B之间就产生了信用

关系）。信用关系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先因买卖产生

商业信用、后因借贷产生金融信用。

在传统市场中，商业信用指的是买卖双方之间

由于赊销或预付款等信用行为而产生的信用关系，

是一种直接信用关系。而金融信用在传统市场中多

指银行信用，即以银行这一金融机构的信用作为担

保，支持资金提供方和资金需求方之间进行借贷活

动而产生的信用关系，是一种间接信用关系。商业信

用与金融信用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石晓军、张顺

明，2010）：金融信用可转化为商业信用，核心企业凭

借自己的资质在银行取得贷款后，通过商业信用的

方式帮助收到信贷歧视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以获得

供应链繁荣（张杰等，2013）。但由于银行的信用等级

较高且难以取代，因此在传统市场中，商业信用无法

转化为金融信用。

在电商环境下，商业信用和金融信用的性质刚

好相反。由于电商交易的异地性、匿名性等特性，使

得买卖双方难以产生信任，交易也就不会发生。正是

由于诸如阿里金融等电商平台充当信用媒介，解决

了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电商交易才得以顺利进行，

因此，电商环境中的商业信用是以电商平台信用作

为担保，支持买卖双方进行电商交易活动而产生的

信用关系，是一种间接信用关系。研究电商环境下的

金融信用关系首先要了解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的资

金来源，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电商融资平台主要分

为以下几种：①电商平台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本身成

为资金提供方；②电商平台利用银行牌照进行融资，

仅作为信用媒介；③电商平台作为数据提供方，为平

台用户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由投资者自主选择是

否出资，本身不参与交易（郑志来，2014）。
以阿里金融为代表的电商融资平台作为第一种

情况，存在的金融信用是商户和阿里金融之间发生

借贷活动而产生的信用关系，是一种直接信用关系。

由于互联网用户的线上社会化发展，用户网上聊天、

交友、发帖等社交行为都得以记录，构成了用户社交

信用的基础。电商环境下，可通过数据挖掘方法获得

客户的商业信用、金融信用和社交信用信息进而评

价其信用等级，既可用于融资决策，又可用于电商发

展，还可用于交友选择。可见商业信用、金融信用和

社交信用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三、电商融资平台的信用数据及其产生途径

信用数据是指包含信用关系的数据，按照内容

可划分为运营数据、交易数据、金融数据和交互数

据。其中运营数据可以看作交易数据的历史沉淀，反

映了交易过程的历史信用，交易数据反映了商业信

用，金融数据反映了金融信用，交互数据反映了社交

信用。受研究对象发展状况限制以及为了避免主观

影响，保证数据真实性与可信度，确保每条数据可追

溯，实现全证据链数据挖掘，本文并不将交互数据作

为电商融资平台的信用数据进行研究。

商业信用体现在支付过程中，以阿里金融为例，

阿里平台作为第三方担保支持交易的发生。在资金

流方面，买方下单（买卖双方达成契约）后，买方将货

款从其支付宝账户转移到支付宝的往来账户，若买

方对交易满意（指买方确认付款或超时默认），该笔

货款从支付宝的往来账户转入卖方支付宝账户；否

则，货款转回买方支付宝账户，买卖双方也会对运费

或赔偿的归属做出资金的转移。从物流方面看，卖方

收到订单后将商品发给买方，若买方对商品满意，则

物流结束；若买方对商品不满意要求更换，则买方将

商品寄回，再由卖方将新商品寄出（可能重复多次）；

若买方对商品要求退货，则买方将商品寄回，物流结

束。因此，采集、处理、分析支付宝往来账户记录、商

户的支付宝记录、买方的支付宝记录以及交易的物

流信息等数据，即可得到商户的商业信用信息。

金融信用体现在融资过程中，电商融资平台审

批通过商户的贷款申请后，将贷款转入商户的支付

账户，若商户守信，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利息、偿

还本金；若商户不守信，则会逾期支付利息和本金，

甚至不支付。因此，采集、处理、分析商户的支付账户

记录以及融资交易记录，即可得到商户的金融信用

信息。

四、电商融资平台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电商融资平台的业务逻辑，本文提出如下

指标体系，如表所示。考虑到某指标取值过大或过小

的商户存在时，会使得指标在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失

效，因此本模型中会对某些指标设定相应的取值区

间，取值区间需要经过大量调研得到。以阿里金融为

例，对该指标体系进行具体说明：

1. 历史信用评价指标。该指标是系统根据评价

之前的历史数据进行信用评价的指标，包括三个二

级指标：开店时长、交易频度及交易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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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信用和信誉的关系如图1所示。

买家在初次交易博弈后选择信任卖家并与之发

生交易，交易结束后，买家会根据卖家在交易中发生

的信用行为对其进行评价，若评价很好，则会产生二

次交易。卖家若长期、多次地在交易中做出守信行为

就产生了良好的信誉，使得买家对卖家的信任增强，

经常与之交易，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买家，交易量与

交易额随之提高且交易的时间间隔也会缩短。反之，

若卖家在交易中不守信，买家就不会再与之交易，长

此以往，卖家的声誉就会变差，交易发生的时间间隔

就会变长，交易量与交易额也会很低。因此，开店时

间长的商户一般比开店时间短的商户的信用度高，

在评价时点前一周完成交易的次数越多的商户信用

度越高，最后一次交易距评价时点间隔时间越短的

商户信用度越高。

2. 商业信用评价指标。该指标是系统根据商户

进行电商交易时的商业信用数据进行信用评价的指

标，包括三个二级指标：交易金额、物流次数及邮费

出处。在经营活动中因商品和资金流动不同时而形

成的信贷关系，体现的是商业信用。买卖双方的信任

问题能否解决决定了交易能否进行，而支付宝“信用

担保，二次结算”模式利用第三方平台解决了买卖双

方的信任问题，使得双方交易得以顺利进行。通过研

究阿里平台上资金流和物流的运转情况，发现平台

上进行的交易会出现如下几种结果：

（1）交易取消：平台买家向商户下了订单但没有

进行结算。这通常是因为买家的心理变动，与商户的

信用行为关系不大。

（2）交易成功：资金从买家账户通过支付宝到达

商户账户，且商品从商户手中通过物流公司到达买

家手中。这种情况还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交易一次

成功（如图 2所示），即买家对于收到的商品比较满

意，直接确认收货；二是多次退换货后交易成功，即

买家对于收到的商品不太满意，要求更换，可能是由

于尺码等非质量问题要求更换，商户不包邮（如图3
所示）；也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而要求更换（或买方

选择不更换但要求赔偿），此时商户需要包邮（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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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失败：资金从买家账户转到支付宝最后

转回买家账户，商户并没有得到交易额，同时商品由

商户通过物流公司寄到买家最后被退回，买家也没

有得到商品（如图 5所示）。由于该种情况属于不完

整数据，因此该模型不予考虑。

综上可得，商品在买卖双方之间往返的次数越

多，商户信用度越低，商户支付邮费同样说明其信用

度较低。

3. 金融信用评价指标。该指标是系统根据商户

进行融资交易时的金融信用数据进行信用评价的指

标，包括两个二级指标：融资金额和提前还款时间

比。对于通过阿里金融进行融资交易的商户来说，其

融资结果有以下两种情况：

（1）融资成功：商户从阿里金融获得融资，并按

照合同约定，缴纳本息及其他费用。这又分为三种情

况：一是提前还款，即在约定时间之前将本息及费用

结清；二是按时还款，即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将本息及

费用结清；三是逾期还款，即到达约定时间并未还

款，但在超过约定时间后偿还了本息及逾期费用。

（2）融资失败：商户从阿里金融获得融资，但因

为其他原因无法偿还贷款。这种交易产生的是不完

整数据，本模型不予考虑。

融资金额越大，商户信用度越高；提前还款时间

比越大，商户信用度越高。

五、总结

蓬勃发展的电商融资平台在服务对象、盈利模

式等方面均与传统融资机构有所区别，因此无法适

用传统融资机构的信用评级模式。而且，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的兴起，使得面向电商环境的研究过于集

中在电子技术层面，忽视了电子商务业务内部逻辑

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电商融资平台中借贷双方的

信用关系，并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商融资平台业务逻

辑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帮助电商融资平台根据自

身的业务逻辑判断用户信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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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次退换货后交易成功（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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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易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