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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企业银发展
趋势及其重要性
改革之风正吹遍整个公司银行业。想想如何
才能立于变革浪潮的最前沿，并洞悉今后的
发展趋势。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银行业由几家大型全球银
行主导，而小型本地银行则负责处理代理银
行业务。 

然而，变革之风已吹遍公司银行业。公司银
行人员需赶上这四大趋势，以保持竞争力。 

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前景疲弱，那些大型银行正在对其运营进行优化
调整，以遵守《巴塞尔协议III》的新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规则。

与此同时，强劲的区域性增长见证着超级区域银行的兴起。随着国内市
场的企业客户向海外扩张，国内银行也在不断增加地区覆盖面，以便为
客户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变化中的竞争格局

图1：亚洲的增长超过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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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预测实际GDP增长，资料来源：IMF 2016



在公司银行业中，交易银行业务是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的新星。

在投资银行业务存在市场波动、低利率和裁员等情况
下，交易银行业务收入呈稳定增长之势。 

然而，结构性障碍阻碍了交易银行业务的真正潜力。 

交易银行既要投入更多精力应对跨境交易监管和税收
，又要为了处理不同程度的跨市场、地理区域的整合
以及跨机构和部门的收入流而疲于奔命。 

交易银行人员认识到，需要不断适应全球化的新现状
以及为客户提供流程简化的端到端系统。 

交易银行业务成为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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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贷款
面临增长

的痛苦

目前，尽管全球信贷紧缩和当前经济衰退削弱了企业信贷质量和
银行资本水平，但企业贷款对经济增长而言，仍然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手工的作业流程和老旧的自建系统的阻碍了企业贷款
的业务增长，无法充分支持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审计、合规和销
售）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客户和监管机构）的需求。 

同时，由于监管资本要求和低利率环境，企业贷款的股本回报率
下降。银行需要降低运营成本以抵消回报减少的影响，并开始精
简运营，以实现自动化、直通处理和从前台到后台的数字化。 

银行监管的全球性也意味着公司银行人员需监测全球网络的资金
和信贷敞口，并降低信贷风险。 

银行现在需更好地审视其业务，并了解行业、货币和国家风险。 

对更为现代化的技术架构进行投资，可帮助银行以更加无缝的方
式对各种其他核心系统进行互操作，并降低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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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企业客户对银行提出越来越多的需求，要求提供高度个性
化、全渠道和实时的解决方案。 

快速的数字化进程促使客户期望其公司银行也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具备
更有效的流程并缩短业务处理时间。 

数字化时代的客户期望：
更短的额度审批、延期和使用请求的响应时间

工作流驱动的数字化流程和实时状态更新

更加便捷地处理贷款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组和银团业务 

与所有借款人、参与者和市场基础架构无缝互动

在所有活动中实现数字化传送

灵活的贷款平台，具有更多的选择和不断发展的借款人产品线

数字化时代的
客户现在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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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公司银行业基础架构阻碍了该业务的实际成长潜力。 

目前这种过度依赖手工的流程会减慢数据处理速度，令公司
银行人员无法为客户提供实时信息。 

即使那些在技术领域已有大量投入的银行，大多数仍倾向于
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只针对零散问题进行反应，抑或期望通
过使用银行其他部门的现有技术来满足公司银行业需求。另
外有些银行甚至更倾向于自建系统，认为这样的系统将才更
适合本银行的需求。 

当一个公司银行部拥有50种不同产品或服务时，需要几乎相
同数量的系统来提供支持。 

而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银行内部不同部门和公司银行生态
系统之间的不同步的数据。 

因此，低效流程、不必要成本、匮乏的信息流、冗长的审批
流程、次优资金配置和无法应对市场快速变化等因素，均束
缚着公司银行。 

公司银行业
准备好迎接
变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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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市场波动和数字化带来的颠覆效应已经
彻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如今的公司银行业态势。 

银行需在企业层面解决公司银行业务的基础架构
，以提高效率和执行速度，更有效地分配资金。 

此外，改善基础架构还可让银行花费更短的时间
来处理业务请求，并自如应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监
管和业务需求。 

为促进采用新兴技术，公司银行日渐采用开放式
架构平台。在具有标准化技术的开放平台上，可
实现更快速的扩展、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需求响
应时间。 

实现全行范围内的对客户全球信用额度、抵押品和额度使用的
有效管理和监控，以帮助银行进入实时风险管控的新阶段。

各利益相关方，包括高级管理层、信贷营销团队、客户关系经
理、信贷审批人员、中台、后台、法务、风险和IT等都可以通
过统一的数据集获得各自相关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致
的见解。 

通过自动化提高运营效率。 

支持关键功能和流程的直通式处理，以保持精干的员工团队并
应对大业务量的挑战。

银行将具备：

现代公司银行应提供全面的数字化银行服务、跨渠道协调一致的用户体
验、以及覆盖整个客户生命周期的综合客户视图。 

为了能支持这样客户服务，必须现在就开始对公司银行的基础架构进行
彻底的改造。 

做与时俱进的公司银行家 

7    Oracle 金融服务的观点: 公司银行业必须 紧跟改革步伐



Copyright © 2017,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the contents hereof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is document is not warranted to be error-free, nor subject to any other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whether expressed orally or implied in law, including implied warranties and condition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We specifical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is document, and n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e form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is document. This document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racle and Java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Intel and Intel Xeon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Intel Corporation. All SPARC trademarks are used under license and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PARC 
International, Inc. AMD, Opteron, the AMD logo, and the AMD Opteron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dvanced Micro Devices. UNI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Open Group. 0116

C O N N E C T  W I T H  U S  

 
blogs.oracle.com/financialservices/ 

 
facebook.com/oraclefs 

 
twitter.com/oraclefs 

 
youtube.com/user/OracleFS 

Contact us:
financialservices_ww@oracle.com

Oracle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practices and products that help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