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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托管银行都在扩张业务，并发展迅速，但传统的托管银
行技术架构却可能无法应对如今复杂的客户需求。

虽然托管银行业务传统上属于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具备交易属性
的银行业务。但是，不断提升的客户期望、日渐复杂的资产结
构和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要求正对托管业务成本造成的巨大压力
，并迫使托管银行重新评估其业务模式。

不断有新的银行，如中国的银行，开始把资产托管作为其重要
的手续费收入来源。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按托管资产计算，这
个市场预计将达到人民币174万亿元的规模。这些托管银行业
的新玩家不会被陈旧的系统和过时的流程所拖累，在其开展业
务时能更好地响应客户的需求。

托管机构所面临的
巨大挑战和机遇



如今，企业客户可通过改善流动性控制和对账处理来提高效率。
同时，由于现在的托管银行并没有什么能避免客户流失的独门秘
籍，所以企业客户在改换门庭与其他银行做生意方面有着更大的
灵活性。这也意味着，托管机构需要将其卖点从帮助客户进行现
金管理拓展到提高客户流动性和现金储备的收益率上。

另外，由于需要处理处于世界不同地区且有着多种资金和货币组
合的不同资产类型，客户对于托管业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客户现在也需要一种可实时更新数据的数字化体验—
—就如同他们在其他业务中习惯使用的系统那样。客户期望的是
更高水平的透明度以及对市场及其资产的实时视图。他们也期望
银行通过提供创新的流动性解决方案，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资
金利用能力。

遗憾的是，托管银行的传统技术架构并非被设计来满足现今客户
的复杂要求。因此，参与资产转让的各个当事方——从投资者、
经纪人、全球托管人到分托管人——会因此承受数十亿美元的高
昂成本和低效的流程。

资产所有者要为其资产寻找一处安全场所，而托管银行
厌恶风险的天性正是其传统上吸引客户的法宝。然而，
如今的客户更具成本意识，也愿意和那些能提供更佳托
管流程解决方案的非银行机构做生意。

支付领域的发展也对托管银行的客户服务方式产生影响
。快捷支付和更多地采用ISO 20022标准提供实时交易
处理，正将资金结算时间从几天减少到几秒。

如今，现金管理部门正面临着诸如现金结算流程效率低
下等困难。但是，可以通过减少交易平台与现金系统之
间所需的交互次数，或者当交互无法避免时采用更高水
平的直通处理流程来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同时，这也使
得客户能够更透明地查看其资金流向，以及更有效地管
理资金流动性。

不断提升的
客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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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也开始关注托管银行的财务状况
、技术投资和运作流程，以确保其所管理
的资产不会因系统缺陷或银行破产而蒙受
损失。在这个市场持续波动的时代，托管
银行不仅仅要扮演现金和资产托管人的角
色——他们现在还必须承担为资产所有者
规避风险的责任。

另外，近年来针对托管银行的诉讼数量亦
有所增加。这些由养老金和资产管理公司
发起的诉讼，对托管人的过度收费和效率
低下问题提出质疑。

例如，外汇交易请求往往是多笔捆绑在一
起处理，而客户一般是事后才得知价格。
而托管人被指控，并被成功起诉的理由就
在于，客户拿到的是一天中最差的汇率，
而托管人却按对其最有利的汇率执行并偷
偷吃掉了其中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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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和
监管机构
越来越不放心



市场波动加剧致使资产所有者倾向于拥有更安全的资产类型
并减少交易量，从而导致托管人费用收入降低。同时，接近
于零的利率也压缩了托管人的利差和净利息收益率。

虽然过去十年来，大量资产均集中在小部分全球托管人处，
但成本收入比率的不断升高使得收益率不断下降。

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对银行体系信心的下降也迫使托管人再
度重视资产托管业务中信任和透明度问题。

这些托管人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旨在加强客户保护并减少下
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监管合规压力。

诸如《巴塞尔协议III》、《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
AIFMD）》和《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II》等举措正
向托管人施加压力，迫使其改进流程并采用高效率技术。

外部压力强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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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连串整合显示，托管银行正在努力解决各种与中间件
捆绑在一起的杂乱不堪的系统。其中一些是银行自建系统，
而其他一些系统则早已过时并因为大多数IT专业人员已转向
更新的系统和编程语言而缺乏技术支持。

同时，托管银行必须通过从不同系统获取数据并将其拼凑在
一起，来应对不断增加的报表要求。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无
法提取所需的数据以获得竞争优势。

托管银行的规模是实力的象征，但落后的系统却已成为妨碍
他们加速前进的障碍。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构建托管银行
基础运行环境所使用的还是30多年前的技术。

同时，客户不想花时间去等待银行来整合多个系统的数据，
他们想要的是关于其资产的实时信息和状态更新。

此外，银行的其他部门，从处理报表要求的合规部门到与处
理客户公司银行服务的客户经理，都希望能够实时查看客户
数据。

当前基础架构岌岌可危

Oracle 金融服务的观点 -  托管银行业不应该满足于亦步亦趋的技术改进   6



托管银行业需要重构自身，超越资产托管和结算领域，才能提高盈
利能力、应对日益严格的监管和市场审查，

那些正在适应新环境，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满足需求变化的托管银
行将是明天的赢家。

托管银行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工作流程和架构、高效可靠的数据处
理、互连互通的通信系统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为其客户的不同资产类
型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正在使托管银行超越其传统角色，从侧重运营
和处理转向兼有客户洞察能力。数据分析技术为托管银行提供了提
升价值链的机会，通过集成的解决方案来寻找、执行交易并在银行
间交叉销售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

同时，托管银行业中的先行者也开始利用其在风险管理和资产托管
方面的专长，针对资金转移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
全球网络管理（globalnetwork management）和大宗经纪服务
（prime brokerage services），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另外，新兴技术（如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的涌现也为缩短结算时
间、提高资产负债表效率以及为应对监管报表和了解客户（KYC）
需求而共享数据，提供了可能性。

未来的托管机构必须寻求接受新技术、新服务、新收入来源和新客
户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银行业领域脱颖而出。

不应该满足于
亦步亦趋的
技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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