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 2020 
让创新格局颠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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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您好，

充满挑战的 2020让所有行业和企业都经历了一场未经演练的大考。而作为国民经济根基的金融业，更是
需要对突发事件的防控和各行各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专业高效的服务，也需要对
民众金融投资、生活缴费、网上购物等民生需求作出迅速应对。可以说，2020年的黑天鹅事件不仅是金
融企业数字化内功的试金石，也是加速他们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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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数字化一直走的比较靠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型国有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已经在企业
文化、客户体验、风险管理等各个领域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积极探索。

这本『金融行业案例集锦』汇集了在“非凡的 2020年”里，有关大型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
等金融机构的转型故事和心得，您还将读到诸如“客户中心”、“创新工厂”、“人力盒子”、“敏捷组织”、
“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时髦词汇，了解到这些“词汇”背后的转型旅程。

2020给企业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沉淀了丰厚经验。在未来，IBM 也将一如既往地与中国企业同创。
青山一道同风雨，我们与您携手而行! 

尊敬的先生/女士，请开启您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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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与 IBM 扩大合作 
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创新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是中国全球化和综合化程度最高
的银行，在中国内地和 6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拥有比较
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形成了公司金融、个人金融和金融
市场等商业银行业务为主体，涵盖投资银行、直接投资、
证券、保险、基金、飞机租赁、资产管理、金融科技等多
个领域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中
银香港、澳门分行担任当地的发钞行。

关于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致力成为全球一流的银行，科技和创新
是我们实现这一愿景的两大基石。我们期待 IBM 成
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相信，除了在技术领
先、行业经验等方面得到帮助，我们更可以从 
IBM 自身的转型和创新模式实践中获得启示。”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长兼创新研发基地
(新加坡)总经理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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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金融科技愈加成为影响金融行业的颠覆性力量。银行所面临的同业和跨行
业竞争，也在不断加剧。面对这种情况，许多银行正在主动出击，积极拥抱科
技创新与数字化变革。

为保持竞争力，并发掘与现有及潜在客户互动的新方式，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开
设了首个全球创新研发基地。该基地将整合现有的中国银行数字化系统，将自
动化技术引入工作流，并建立有效的合规方式。

中国银行转型故事

首个全球创新研发基地

中国银行计划采用 IBM 车库创新（IBM Garage）在全球范围内建设 5-8 家创新
研发基地，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建立金融创新的中行模式。新的创新研发基地将
成为集“客户中心+体验中心+创新工厂”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空间。

“客户中心+体验中心+创新工厂”

中国银行与 IBM 扩
大合作关系，共同
打造金融业创新新
模式。双方将在数
字化转型、提升客
户体验、业务创新
生态建设和认知技
术应用等领域开展
战略合作，加快中
国银行数字化转型
与创新驱动的战略
落地。

、



在创新研发基地里，中国银行团队与 IBM 专家一起将 IBM 企业设计思维与中国
银行的创新流程进行融合，以敏捷高效的工作方法，快速迭代创新；同时组建敏
捷、多元的创新团队，将业务人员，技术人员，真实客户聚集在一起，对他们的
创新赋能，提供线上线下的创新平台及工具，为产品的设计、试点、推广、宣传
等提供陪伴式服务。

IBM 与中国银行目前已经完成 5 大主题的创意孵化，其中有 2 个项目从原先计
划的 3 个月有效提速至 2 周，就完成了从立项、创意孵化到实现重点功能的原
型展示。

作为中国银行在全球的首个创新研发基地，中国银行新加坡创新研发基地也将
成为中国银行与政府、产学研机构、合作企业共同孵化创新项目，打造新金融
生态的基地。

IBM 车库创新将加速中国银行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现有
应用程序的现代化，从而释放洞察、产出业务成果。

通过利用自身在战略咨询、银行业务咨询、用户体验、IT 系统集成等各领域的
专家力量，IBM 将帮助中国银行打造创新战略，实现人员赋能与组织能力提升、
业务转型与模式创新，以及促进技术应用与创新孵化。

服务: IBM Garage（IBM 车库创新方法)，敏捷创新
适用解决方案组合：

创新战略+人才赋能+组织能力提升

IBM 与中国银行目前
已经完成 5大主题的
创意孵化，其中有 2
个项目从原先计划的 
3个月有效提速至 2
周，就完成了从立项
创意孵化到实现重点
功能的原型展示。

、



交通银行利用知识图谱等 
AI 技术提升信贷风险管理水平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1987 年 4 月 1 日，重新组建
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
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交通银行集团业务范
围涵盖商业银行、离岸金融、基金、信托、金融租赁、保
险、境外证券、债转股和资产管理等。 2020 年 6 月末，交
通银行境内分行机构 245 家，其中省分行 30 家，直属分行 
7 家，省辖行 208 家，在全国 243 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
163 个县或县级市共设有 3,025 个营业网点。

关于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优化对公/小微企业关联关系图谱，构建
全面的客户 360度视图，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深度业
务洞察和数据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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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企业间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日趋复杂。随着
经济增速下降，银行业不良贷款额、坏账率以及欺诈事件持续攀升，风险全流
程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交通银行转型故事

风险管理能力亟待增强

为解决关联关系风险刻画不清晰全面，贷前、贷中、贷后风险预警不准确等难
题，交通银行与 IBM 合作，引入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原有
智慧风控平台，助力交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

人工智能助力提升信贷风险管理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
银行业不良贷款额
坏账率以及欺诈事
件持续攀升，风险
全流程管理的问题
日益突出。

、



提升风险排查，临期风险预警

服务: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适用解决方案组合：

交通银行优化了对公/小微企业关联关系图谱，构建全面的客户 360度视图，为风
险管理提供了深度业务洞察和数据分析支持；基于大数据体系构建了企业客户
临期风险预警机器学习模型。

构建的对公客户/小微知识图谱及相关模型已在交通银行的多个业务领域得到应
用，取得了明显的业务收益，不仅提升了风险排查及逾期预测的准确率，同时，
也降低了风险管理及临期管理的工作量。

该项目荣获 2020 IDC 中国金融行业技术应用场景创新奖 – 金融安全与信任应用
场景创新。

交通银行优化了对公/
小微企业关联关系图
谱，构建全面的客户 
360度视图，为风险管
理提供了深度业务洞
察和数据分析支持。



玉山银行新核心系统顺利上线
迎接数字化时代新未来

创立之初，玉山就建立专家领航的专业经营制度，用心培
育最专业的人才，提供顾客最好的服务。从倾听顾客声音开
始，透过了解顾客需求，建构产品地图，创造产品差异，聚
焦客群经营，整合玉山的资源与团队，有效解决顾客的问
题，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为了持续提供顾客更好的金融
服务，因应 Bank3.0 的趋势，玉山运用创新的科技，领先
同业推出许多金融创新。

关于玉山银行

在新系统转换上线营运期间，建立全行业务应变
防护体系，总行各事业处及后勤单位共成立 13个
应变中心，国内各营业单位及客服中心合计成立 
199个应变小组，制定应变计划并安排数十次各
种演练，确保上线营运后各项问题可以有效追踪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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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新未来，顺应智能化、敏捷化与跨界整合的科技发展趋
势，打造台湾金融业首家以开放的 Cloud Native 技术、微服务架构自行开发设计
的银行核心系统，做为玉山金控科技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工程。新核
心系统历经超过 4年的筹备、开发及建置，在尖峰时期动员的专责人员及协助人
力共计超过千人，项目重要决策由董事会与经营团队决策及督导，执行过程多
次咨询外部专家意见。

顺应时势，迎接数字化未来

新核心系统建设主要分为「大周边、小核心、转新核」三阶段计划，「大周边」
为业务及渠道多元发展，打造各项周边系统。「小核心」是将核心系统重新定
位，保留存放款核心功能及顾客基本资料，将其他功能移出至周边，提升核心
系统效率和稳定。「转新核」在系统稳定移转及顾客权益优先的最高指导原则
下，采取自建核心的方式，透过全面盘点大型主机各项功能，确保转换至新核
心的过程完整顺利。

新核心系统的建设

新核心系统建设主要
分为「大周边、小核
心、转新核」三阶段
计划，「大周边」为
业务及渠道多元发展
打造各项周边系统。

，



在新核心系统上线前，玉山银行实施 12个月的严密测试计划，新旧系统平行运
作，透过大量交易进行系统功能验证与资料比对。在新系统转换上线营运期间，
建立全行业务应变防护体系，总行各事业处及后勤单位共成立 13个应变中心，
国内各营业单位及客服中心合计成立 199个应变小组，制定应变计划并安排数
十次各种演练，确保上线营运后各项问题可以有效追踪处理。

万无一失，确保新核心系统顺利上线

核心系统为银行存放款交易的处理中枢，玉山银行新核心系统为自行开发设计
并且采用开放平台技术及微服务架构，可以顺应数字化时代瞬间大量交易。同
时，在设计时纳入未来业务发展的弹性，透过各项参数化设计，例如可以针对
利率、期间、额度、付息週期等各项设定快速调整，加速各项金融商品推出的
效率，即时提供顾客各种创新的金融服务。

玉山银行表示，新核心系统顺利上线只是开始，在迈向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
还有许多挑战与机会，玉山银行将提供整合线上线下的体验，打造以人为本的
金融科技领导品牌，与顾客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新核心系统支持创新金融服务

服务: 核心系统建设
开放式平台技术
微服务架构

适用解决方案组合：

12个月
严密测试

13个
应变中心

199个
应变小组



贵州农村信用社
搭建普惠金融“黔农云”平台

2003年12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和中国银监会批准，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正式成立，
到 2019年底，全省农信系统形成了以省联社为核心、9个
审计中心、28个县级联社、56个农商行为一体的两级法
人体系。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将贯彻“小银行+大平台”的总
体思路，以战略转型促跨越发展，把农信系统建设成为百
姓银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关于贵州农村信用社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搭建支持普惠金融的“黔农云”
平台，为农村村民、小企业主、城镇居民三类客
群提供场景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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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帮助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搭建支持普惠金融的“黔农云”平台，为农村村民、小
企业主、城镇居民三类客群提供场景化金融服务。

该平台以 Dubbo 为框架，构建分布式服务、微服务架构，实现了支持高可用、
高并发的技术平台，有效支撑了开放共赢的泛金融生态圈。

普惠金融“黔农云”平台

2019 年 11 月 30 日，“黔农云”完成重大升级，实现原贵州农信“手机银行”和“个
人网上银行”所有功能及用户数据的融合和客户回迁。

注册客户达 851万，其中绑卡客户 679万，较回迁前增幅分别高达 82%与136%。
“黔农云“ 平台实现两银回迁后，已逐步成为贵州农信最重要、客户最信赖的平台：

（数据截止至2019年12月19日）

“黔农云”完成重大升级

服务: 云平台搭建 分布式服务 微服务架构

“黔农云”完成重大升
级，实现原贵州农信
“手机银行”和“个人
网上银行”所有功能
及用户数据的融合和
客户回迁。

交易量翻倍，单周交易笔数高达 1251 万笔，交易金额 823 亿；存款流入 61.9 
亿元，是回迁前的三倍。

理财认购累计 2935 笔，累计金额 5.97 亿元，较回迁前增长 56%和 45%。



IBM 与民生银行一起做了一个“盒子”
竟然装下了 6 万名员工

中国民生银行于 1996年 1月 1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中
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也是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设立的一家现
代金融企业。25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广大客
户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民生银行砥砺奋进，开拓创
新，从当初只有 13.8亿元资本金的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
资产规模逾 7.1万亿元、净资产逾 5300亿元、分支机构超 
2400家、员工逾 5.8万人的大型商业银行。

关于民生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与 IBM 合作搭建的“人力盒子”，将
近六万名员工集合在了一个生态平台上，远远突
破了传统 HR 的部门价值，为六万员工不断赋能、
激励，让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自运转和自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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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人力盒子”这个信息化平台系统，王小洁立刻收到了一份入职祝福；在工
作第一周时，她在“人力盒子”的“乐办”里创建了第一项工作任务；第一个发薪
日时，她在“个人视窗”上第一次查询到薪资明细；入职一周年时，她又收入到
了入职周年祝福；后来，王小洁要结婚了，她在“办事窗”中申请了因私出境，
自助办理了所有手续……

王小洁第一个轮岗的岗位，是共享中心的人事专员，她在“人力盒子”系统中，
可以实时关注到业务流转的情况，每个人的服务情况都清晰可见，并且还可以追
溯；一年以后，王小洁轮岗到了规划 COE 岗位（人力资源专家中心），通过“乐
投-资源与人工成本管理”的帮助，她随时分析资源配置，随时了解人员编制、人
力成本等资源信息；入职两年之际，她被派往了业务一线成为 HRBP（人力资
源业务合作伙伴），“人力盒子”的“乐警-风险监测”功能可以让她和业务团队通
过风险指标的变化，预判风险并提前规避。

那么，民生银行的“人力盒子”是一个怎样的系统？作为一家大型传统金融服务企
业，其“人力盒子”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又在如何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运营
的“活力”？

民生银行转型故事

这是一个神秘的“魔盒”

王 小 洁 第 一 个 轮 岗
的 岗 位 ， 是 共 享 中
心 的 人 事 专 员 ， 她
在 “ 人 力 盒 子 ” 系 统
中 ， 可 以 实 时 关 注
到 业 务 流 转 的 情 况
每 个 人 的 服 务 情 况
都 清 晰 可 见 ， 并 且
还可以追溯。

，



“人力盒子”实现您的无限想象

“人力盒子”如何赋能四类人群

作为一家拥有近6万人、42家分行、业务涉及全国及海外的银行，如何通过人
力资源管理打造出民生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民生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李健说：“这更需要企业走在市场的前端，
贴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打造自身的专业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

民生银行与 IBM 合作，开始搭建“人力盒子”，这不再是一个传统的信息化系统，
而是一个致力于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的平台——真正将战略、业务、数据、科
技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为经营管理层、团队管理者、HR 条线管理者
以及普通员工这四个维度共同赋能的平台。

这个平台之所以被称为“人力盒子”，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化系统，更是一
个让各业务单元彼此赋能的生态平台。它打开了一个创造新应用、新价值，并
具备无限想象和升级可能的新空间。

民生银行希望能够成为连接管理者、员工、组织与个体的有效生态。基于管理
手段、管理方式的变革，塑造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和模式。

IBM 给了我们很好的
理念，我们都一致认
为，过去很多人力资
源信息化管理系统，
更多是做成了‘应答
系统’，而‘人力盒子’
追求的则是成为主动
连接和触发的系统。
通过‘人力盒子’，为
民生银行的所有人赋
能，而不仅限于人力
资源部门。因此‘人
力盒子’要做成一个 
Open 的系统。

李建 中国民生银行
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原来每家分行的人
力部门每周最少要
安排 1名员工专职 1
天从事这些操作性
工作，系统上线后
按 42家分行粗略估
算，每年至少可以
节省 5000万的人工
成本。

Êº�S¬®T|U���“Á�ÂVWXY”Z�a´²³�¸b��cd
e��Áfg�cd�íhijk Z�lmnÔ�lm ��opZ�q´
Á°�rs��S¬®T��Z�t¶å�u´vØ�Á�ÂVwx�ycº
zÂåæ��z"w��:�Þ������ �

Êºlm¬®¯|U�“Á�-,”çè��lm¬®¯����lm�°hi
——È�“���”� �����Á��Z�V�à�ý�Áf· ����
���cd�
	��V�������´�ù��´°±�±������
¬®¯ ��Þ*1��	�ãäj�ÿ�È�“lm�°ò�”� ����
��� Á�jÈ�“��åæ”�“�·åæ”�� ©�ÿ��°±�±�
�i�

ÊºÁ�ÂÃ�ý|U�������S��±���Þ�Å�Ü�����
�È�“Á�-,”�Á�ÂÃ¬®��Þ“��ÿ~”��½Þ�������
�����7��º“Á�-,” ��¡¢£�PC£�¤£¥î���¦ÿ
¦1È�£§��¨©t¶Á�ÂÃ�ò��ÚÛª«��·��£¬|��
ÿ1�Á�ÂÃ�ýÜÝ®��ãäÅ��¯°�

Êº`È°±|U�±�²³¬¦´µ�¶·�»¸�¹��������ý
ü´µ�ý��º»�¼�ÞTT½¾¿ì�ÀÁÞ�ÂÿÃj°±���
ÄÅÂ®Æ�´ÇÈÉhi�j ÊË��t.�±�Ìà�ÄZ�Í8Î�
���
�Ï�ÐÁ��ÏÑÒÓ� 



“以盒为规、盒齐生才、生才有道”

民生银行希望通过信息系统对人力资源的政策、机制、能力进行全面的提升，
让管理效能得到释放，让每一个人都充满活力。同时，基于管理手段、管理方
式的变革，塑造人力资源新的管理文化，打造一个连接管理者与员工、组织与
个体的有效生态。总结起来说，就是“以盒为规、盒齐生才、生才有道”。

在人力盒子搭建的全过程中，民生银行采用了 IBM 企业设计思维理念，通过“设
计思维工作坊”与系统的直接用户进行持续互动，搜集需求、共创系统。让最终
的使用者参与‘共创’，才能设计出令使用者满意的系统。

2020年，“人力盒子”作为民生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项目，还将探索“敏捷组
织”的管理模式，实施跨部门、跨条线的无间隔项目制协同，搭建“三位一体”的
员工工作记录体系，并配套管理制度、规则和政策，确保这些制度随需求的变化
同步进行升级，进一步改进绩效文化，激发企业活力和推动文化变革。

服务: 数字化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适用解决方案组合：

基于管理手段、管理
方式的变革，塑造人
力资源新的管理文化
打造一个连接管理者
与员工、组织与个体
的有效生态。总结起
来说，就是“以盒为
规、盒齐生才、生才
有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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