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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范馨予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宁波
【摘要】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
新，数字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转型升级后的科技公司，凭借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
术和数据技术等，成功推动了公司的数字产业化发展。可以看出，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文章首先分析数字科技的优势。其次，总结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发展的作用。最后，研究数字科
技推动社会金融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数字科技；社会金融；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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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provided a s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continuous renew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technology companies
have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by virtue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data technology. It can be seen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fina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oci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lly, it studies the
measur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finance.
【Keywords】Digital Technology; Social Finance; Promoting Effect
前言

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生产管理的优势。在公司经营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金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发展期间，有效整合社会经济组织和数字科技，能

响，发展趋于缓慢。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情况下，

够从整体上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使公司技术人

使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加强对数字科技的重视。借助

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数据科技研发中，从而将客

数字科技，能够促进数字资料的升级，也能够促进

观经济发展需求融合到社会经济组织行为中。同时，

产业的转型，充分挖掘出数据的价值，提高产业链

基于数字科技技术，还可帮助公司管理者转变管理

条的效能，从而创造出更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

观念，与时俱进地更新管理理念和模式，使公司数

可激发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巨大发展潜能，对

字化转型速度加快，在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上，

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从此种角度来

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生

看，本次研究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产管理运行的优势[1]。在数字科技的支持下，可使

1 数字科技的优势分析

公司数据计算准确度有所提升，帮助公司制定相对

1.1 在社会组织生产管理及运行的优势

科学合理的财务故那里方案，达到降低生产管理运

数字科技在发展过程中，有比较鲜明的优势。

营成本的目的。利用行业不同特点，能够精准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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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进行定位，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团队和顾问，

而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要在转换社会功能的基础

提高公司资源整合效率，帮助客户制定问题的最佳

上，促进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利用数字科技，可

解决方案。现阶段，货兑宝是影响力比较高的数字

有效结合大数据平台与区域块技术，客观的整理流

科技平台，能够与融资云和智库云等多种服务的组

程和记录数据信息，构建相对完善的安全数据信息

合，解决公司发展期间面临的融资问题。

机制，从根本上保障数据安全，避免数据丢失或是

1.2 在市场判断及预测方面的优势

失真。由此来看，数字科技对数据信息安全环境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对安全的

数字科技对市场判断、预测等，都有显著的优
[2]

环境。

势。其一，数字科技对市场判断的优势 。通常来
说，合理运用数字科技能重新赋予社会组织功能，

2 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发展的作用分析

在全面判断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出最有价值的

2.1 可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

信息。在此种情况下，可有效提高公司生产对称性，

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发展有重要的作用，首先

使公司信息管理更加科学。通过制定合理管理方案

表现为可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在信息网络时代中，

的方式，判断市场发展的最新前进动态，制定出相

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子

对科学与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帮助公司探索新的

商务的发展，使人们在不出门的条件下，在互联网

发展方向，可有效降低公司或组织生产的盲目性，

中就能够购买喜欢的各种产品。在新的发展环境中，

提高公司消费需求与经营生产的吻合程度，促使公

网络购物逐渐成为民众的主要购物方式，转变了既

司时刻发展于市场的最前沿。而且，还能帮助使用

往传统以线下购物为主的购物方式，使民众的购物

数字科技的企业或是相关组织，始终拥有较高的竞

方式发生变化。而且，饿了么、美团等多种跑腿的

[3]

争力 。其二，数字科技对市场预测的优势。合理

出现，使人们的饮食方式也有所转变，由现阶段的

运用数字科技，可在短时间内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

线上点外卖，替代了既往居家做饭或是外出吃饭的

使数字化发展代替经济发展，帮助公司脱离传统发

行为。另外，数字科技发展的支持下，使智能家居

展模式，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合理的预测，使公司

数量不断增多。基于智能家居，可以使民众利用手

对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能力有显著提高。同时，数

机客户端控制家中电器，让家居内始终保持理想状

字科技能够使公司产业结构在发展中，逐渐转型升

态，使民众的居家生活条件和居住方式发生变化。

级，从数字化角度上优化公司的运营流程。在预测

在数字科技的发展下，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数量有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后，要结合预测结果合理调整，

所增加，为民众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民众出

细化运营流程，及时分析反馈结果并作出科学的调

门在外时，不会有等公交车或是等出租车的烦恼，

整，可促进公司循环发展。

使民众的出行方式发生变化。综上，数字科技对社

1.3 在经济活动与安全环境方面的优势

会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对民众生活方式

数字科技对经济活动、安全环境等，均有明显

的改变。

优势。一方面，数字科技对经济活动的优势。利用

2.2 可改变产品的生产模式

数字科技技术，能够从比较全面的角度上了解经济

数字科技对社会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仅表

活动中的矛盾，分析经济矛盾出现原因的基础上，

现为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表现在改变产品

提出化解矛盾的建议。通过此种方式，能够有效保

的生产模式。在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新环境中，

[4]

障社会经济生产的稳定性 。而且，公司可借助数

民众生活条件改善，市场消费也呈现出不断升级的

字科技实现彼此评估，及时发现公司经营发展问题，

现象。从供需层面来看，市场需求表现为明显的个

制定相对合理的协作方案。政府相关部门在经济活

性化特点、多样化特点。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动开展过程中，可用数字科技有效管理城市问题，

和应用下，公司可分析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通过

消除社区管理盲区，提高全面监管水平，消除社会

分析结果对产品进行模拟。随后，以机械化生产方

缺陷与弊端。另一方面，数字科技对安全环境的优

式，对产品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转变了既往传统以

势。科技发展与安全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因

人工生产为主的模式。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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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资源和生产成本，同时也提

针对性的国际发展战略，使公司数字网络基础设施

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核心

能够高效地与国际接轨。特别是要促进移动互联网

竞争力不断发生着变化，且此种变化比较微妙，使

设施与国际的接轨，表现为与国际其他国家企业相

公司由生态体系竞争力逐渐替代生产经营的核心竞

合作，实现对数字化协作平台的建设，提高资源共

争力。目前，已经有不少行业开始在生态行为上有

享性。另一方面，提高数字信息安全水平。在与国

所活动，借助数字科技平台，累积用户后，利用综

际接轨的基础上，要积极加强与国际接轨数字贸易

合竞争实力和充足的资金，向外界提供开源系统，

流动，强化网络安全空间防护手段，构建安全合作

创造出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环境，提高跨界合作能力。

体系。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府政务发展，为

而且，充足内部结构，构建出相对先进的商业模式，

此类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有力的环境。同时，

创新孵化团队的同时，创新公司生态格局，真正做

帮助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水平相对偏低的国家，促

到互惠互利。

进彼此发展相持平国家彼此间数字信息体系的构建，

3 数字科技推动社会金融发展的措施研究

防护重要信息，包括国家机密、商业机密或是个人

3.1 重视数字科技顶层战略设计

隐私等。对于黑客、网络犯罪等行为，要给予严厉

在数字科技推动社会金融发展过程中，结合当

打击，加大惩处力度，尽量减少侵权行为。

前数字科技发展现状，重视数字科技顶层战略设计

3.3 进一步优化数字科技发展内容

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此过程中，要从比较全面的角

在数字科技推动社会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进一

度上，分析全球数字科技的发展趋势，了解当前社

步优化数字科技发展内容。首先，提高数字科技标

会经济建设需要的条件。在掌握各国设计发展现状

准合作水平。数字科技，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的情况下，制定与各自国家基本国情相符合国际化

础和前提。针对此种现象，发展数字科技时，政府

战略决策。在所制定的战略决策中，坚持将公司作

相关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引导方式促进各

为发展主体，明确公司资金情况和综合竞争实力，

国家的科研合作。举例来说，在研发网络信息或是

始终将市场作为主导地位，政府相关部门和民众要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时，可构建国际化数字科技创新

积极参与进来，真正实现共赢。同时，提高资金投

基地，各国充分交流共享数字科技方面的知识，制

入力度。以财政资金、融资等多个角度，在数字科

定出相对统一的数字技术标准，凸显国际性特征[5]。

技研发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利用充足的资金，实现

其次，确定数字科技发展重点目标。有效结合数字

对数字科技的有效研发，使数字科技的模式能够不

科技与发展理念，使结合的新发展观念能够在国家

断创新，保障各国在社会金融发展中的共赢。除此

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拓宽数字科技发展道路，促

之外，国际上的各国家都要加强对数字科技的重视，

进传统产业转型的同时平，加快数字贸易的发展速

积极参与到数字科技建设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

度。对公司在数字产业方面的投资给予鼓励，可适

作。具体来说，各国要加强在数字科技投入、经济

当出台优惠政策，开展多边合作的方式，引领经济

发展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彼此合作的方式，

发展模式，凸显经济发展的智能化与绿色化。最后，

共同面对数字化科技发展中的难题，在国际数字科

积极拓展国内数字科技领域。对数字科技外资的引

技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国智慧。

入道路加以拓展，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性。逐

3.2 推动数字基础建设及信息安全

步开放互联网、电信等业务，对于网络服务类资源，

数字科技推动社会金融发展期间，务必要从数

可适当放宽约束，制定与国情相符合的外资准入条

字科技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推动数字基础建设及信

件，完善相应的政策条例。因地制宜地完善区域信

息安全。一方面，推动数字基础建设。基于目前已

息服务清单，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开放。

有的数字科技，积极建设软连通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4 结语

设，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重视引进来与走

现代社会发展中，数字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出去。各公司在发展期间，要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数字科技的分析，其既

的号召，走出国家大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

属于先进思维方式，也属于全新技术手段。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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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

能力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实现形式视角[J].重庆大

就公司发展来看，数字科技能够为公司发展提供契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6):13.
[5]

机，促进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重塑公司的传统产业

张景卫，徐家楠.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
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1):8.

模式，对公司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综合来看，在
各行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科技是不可或缺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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