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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磨一剑 出鞘定乾坤

建行上线
“新一代”
IT 体系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思彤

记者日前从建行海南省分行获悉，近
日，,建设银行举全行之力，耗时六年时间
打造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全面竣工
并成功上线。这标志着建设银行全新核
心系统建成，将为全行战略转型和业务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新一代核心系统”应运而生
2011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严峻复杂，
金融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客户需求日益多样化，跨界及同
业竞争加剧，同时，新技术、新应用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
浪潮兴起，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已趋白热化。
建设银行也同样遇到严重挑战，原有的经营管理模
式、机制已难以适应外部形势变化的要求。正是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建设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应运而生。
六年来，八千多名建设者，三十多万名建设银行员
工，不畏挑战，锲而不舍，吸纳全球科技和金融人才的智
慧，勇闯企业级、组件化、参数化建设的无人区，建成了支
持建行集团“母子公司、海外内一体”的信息化平台。
在全行整体转型的大旗下，IT 建设不再仅着眼于银
行内部管理的需要、着眼于一个个独立的产品或业务条
线，而是从客户体验的角度、以全行一盘棋的思维去设计
和研发系统。建设银行吸纳国际领先实践和经验，结合
本行实际，自主创新推出了一套以“四个一”为显著特征
的企业级工程实施方法：即一套业务模型、一套 IT 架构、
一套实施工艺和一套管理流程。

节约资源超过 2.6 万个处理单位
从业务架构入手，采用业界领先的企业级建模方法，
描绘出建设银行的业务蓝图，全面建立集团层面的流程
模型、数据模型、产品模型以及用户体验模型。这套业务
模型，既覆盖了现状，解决了当时的所有痛点问题；又全
面落实了“十二五”规划及 CCB2020 转型规划，确保业务
的前瞻性与先进性。

重构业界领先的“集中式+分布式”融合架构。这套
IT 架构完全承接了业务建模成果，是充分体现建设银行
转型目标的 IT 新蓝图。它由 7 层 12 个平台构成，是组件
化、平台化、面向服务的企业级方案，具有灵活稳定、成本
可控、便于维护、易于扩展等优势。所谓“融合”，是指整
体采用分布式架构，关键应用采用集中式架构。这样，既
发挥了主机安全、稳定、可靠、易于管理的优点，又发挥了
分布式平台成本低、海量并发处理能力强的优点。
目前，建设银行部署在 X86 云上的应用已达 83%，通
过主机下移和资源池化，主机利用率从 90%降到 70%，节
约资源超过 2.6 万个处理单位，在业务量年均增长 33%的
情况下保持主机资源使用率零增长。近年来“双十一”期
间，建设银行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都稳居同业首位。
同时，重塑了开发模式。
“新一代”制订了严格的全生
命周期实施工艺，规范、约束各个项目组的实施工序，这
就是“一套实施工艺”。基于这套实施工艺，项目实施从
过去“项目组一站式”向“软件工厂式”转型，应运建立起
一套包括“计划管理、配置管理以及质量控制”在内的、流
程简洁高效、工具集成统一的项目实施管理机制，这就是
“一套管理流程”。
这套方法论实现了 IT 建设模式从“部门级”到“企业
级”
的根本转变。经过
“新一代”
核心系统建设工程六年的
实践检验，
它既适用于瀑布式大规模开发，
指导大型商业银
行战略转型项目的顺利实施；
也适用于迭代式的敏捷开发，
推动诸如建行龙支付等创新产品的迅速投产。为建设银
行带来创新速度、
处理效能等全方位的竞争优势。

累计投放一万三千多项创新及优化功能
六年来，
“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累计投放了一万三
千多项创新及优化功能。为建行稳健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能、新的活力。
2016 年，建设银行实现税后净利润 2324 亿元，集团总
资产达到 21 万亿元，平均资产回报率和平均股东权益回
报率分别为 1.18%和 15.44%，各项业务稳中见强，核心指
标和市值排名处于同业前列。2016 年，建设银行先后获
得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100 余项重要奖项，包括荣获
《欧洲货币》
“2016 中国最佳银行”，在英国《银行家》2016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中，以一级资本总额位列全球
第 2，
“世界 500 强”跃居第 22 位。
海南建行相关人士介绍，
“新一代”在在综合性经营、
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型银行、智慧型银行等各
个方面都发挥了强大功能。
例如在智慧型银行方面，
“新一代”积极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成了全渠道、全流程、全覆盖的服
务与营销体系。通过“线上+线下”智能全覆盖的方式，助
力智慧银行建设。线下网点的智慧柜员机，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自助化、智能化、多样化”的服务体验，涵盖网点
柜面的 200 余项非现金业务功能，分流柜面 67%的业务，
大大降低网点人力成本，解放网点生产力。线上推出的
智能机器人“小微”，已累计服务客户超过 12 亿人次，日均
交互超过 500 万次，相当于 1 万人工坐席的工作量，应答
准确率达到 93%，
不仅提高了效率，
而且大幅降低了成本。

工行打造便民生活缴费快速通道
据悉，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围绕
便民缴费打造的“工银 e 缴费”服务平
台已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和日常缴
费项目，如电费类缴费服务已覆盖全
国 29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覆盖率达
90%。通过“工银 e 缴费”，居民无需前
往各公用事业收费企业或银行网点，
足不出户便可使用工商银行的网上
银行或者手机银行快捷高效地办理
各类缴费业务。
目前工商银行“工银 e 缴费”服务
平台提供缴费服务已达 41 种，根据与

居民生活的密切程度将缴费项目分
为三类，其中基础生活类涵盖水电燃
气、通讯费、电视费、暖气费等，其他
生活类涵盖党团工会费、交通罚款、
公交充值、ETC 充值等，商业服务类
涵 盖 教 育 培 训 费、物 业 服 务 费 等 收
费。
同时，对于公用事业收费企业而
言，接入“工银 e 缴费”后就可以使用
工商银行的企业网银自助查询、下载
缴费明细，随时随地掌握收款情况，
简化了收费流程，节约了财务成本。

周刊

H05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深入践行普惠金融
本报讯 （记者 汪慧）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始终
坚持“一体两翼、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注重发挥
物理网点服务前沿作用，引导各网点深入践行普惠
金融惠民生。
总行营业部结合六一儿童节，举办“小小金融
家，未来我最棒”主题活动，邀请客户、社区居民等
携幼年子女到营业厅欢聚，备上新鲜水果、各色糕
点、精美礼品，利用各种亲子互动游戏普及金融知
识，让孩子们在游戏的氛围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
融安全防范意识。
DC 城支行走进某企业海南省级经销商的驻
地，为公司员工普及反洗钱、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
法集资、假币辨别等金融知识。为使宣传培训更加
高效，DC 城支行提前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搜集
员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涉及金融方面的各类问
题以及相关案例，在活动中有的放矢解答和讲解，
提高了金融知识宣传效率。
龙华支行两周岁的生日之际邀请新老客户参
加生日会，通过知识竞答、砸金蛋、亲子游戏等活
动，在传播金融知识的同时，将各种礼品、纪念品发
放给客户，引导新客户现场开户、办理业务。

邮储银行琼海市支行
个人存款突破 1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汪慧）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
的经济金融形势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邮储
银行琼海市支行紧跟省行工作部署，坚定信念，乘
势而上，围绕业务目标充分挖潜优质客户资源，从
营销模式、考核机制、联动营销、客管系统四大方面
入手促进业务发展，个人存款业务实现了稳步持续
提升、强势增长的良好局面。截至 6 月末，支行个
人存款成功突破 10 亿元，创历史新高，为今后全行
存款业务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农行海南省分行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张荣鑫）7 月 1 日
起，农行海南省分行在全辖 193 个营业网点正式启
动 2017 年度“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该
行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
信 网 络 新 型 违 法 犯 罪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
（银 发
〔2016〕261 号）为基础，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传手
册、LED 屏和电视滚动播放等方式，重点就银行账
户管理、支付信息安全等内容为广大民众进行宣
传。为扩大宣传范围，该行还组织员工在网点设立
宣传点，走进商户，走进社区，向更多的金融消费者
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
近年来，农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履行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
传教育活动，着力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安全意识，
增强消费者安全使用银行产品和服务的信心，构建
和谐、稳定的金融关系。

建行
“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