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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数字化银行
数字化和技术颠覆大潮不断重塑传统业务模式，
创造全新业务模式，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形态，推
动着社会、行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颠覆力量不
可阻挡 ，促使 银行业 发展全 新的运 营模式 。但
是，怎样才能构建真正的数字化银行呢？IBM 数
字化重塑 (Digital Reinvention®) 框架阐述了银行
需要进行的巨大变革，包括从根本上重新构思业
务战略、运营和技术。1 对于银行而言，数字化重
塑包括重新思考员工敬业度、客户体验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关系，寻找新的战略重点、专业知识和
工作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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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影响
技术消除了进入银行业的障碍，为新
型金融服务提供商创造了更多机会。
来自初创企业、互联网巨头以及其他
行业的竞争，加之不断增加的法律法
规，使得银行不得不加速数字化重塑
之旅。许多银行从业者认识到这是大
势所趋。在最近由 IBM 商业价值研究
院 (IBV) 针对全球银行高管开展的一项
调研中，将近 60% 的受访者认为行业
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而超过 60%
的受访者感受到了来自未知新领域的
竞争。3
他们通过重塑底层流程、技术和组织
架构，打造全新的客户体验，发展高
效的运营模式。这样，客户可以享受
到公平的价格、更高的透明度以及更
直接、更高质量的相关互动。他们还

可以从银行以及新的生态系统中获取
更多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
包括金融建议、非金融产品和比较服
务。数字化重塑还有助于实现新的底
层运营模式，通过建立精益组织架
构，支持快速处理，促进形成开放的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数字化银行的集
成式 IT 组织可以采用敏捷开发和云部
署方法，将简化的决策和监管流程整
合起来。
银行需要根据自身所采用的具体战略
以及在数字化时代参与竞争的准备情
况，了解数字化重塑的意义。要在可
用资本和可接受时间的范围内实现预
期的业务目标，银行需要在战略层面
采取行动。所有这些都要求建立数字
化银行框架（以下简称“DBF”）。

将近 60% 的受访者认为
行 业 之间的 界 线越来 越
模糊，超过 60% 的受访
者 感 受到了 来 自未知 新
领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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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银行之旅
DBF 为银行提供明确的方法，用于
开展总体数字化重塑规划活动。DBF
首先帮助银行确定合适的价值主张，
使他们能够作为数字化品牌，在竞争
中独树一帜。实现数字化银行有很多
方式，每个银行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特
点的变革途径。而使用 DBF 可帮助
银行为所选的价值主张定义详细的必
备的数字化能力。重塑可能需要部署
全新的运营模式，改变架构、技术、
流程、人员、合作模式甚至企业文
化，以便支持颠覆性的业务模式，确
保银行在数字化环境中取得成功。4
DBF 帮助银行确定可以使用的具体
价值主张，支持他们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并获取所需的数字能力。这些框
架以实用的语言，帮助有志向的数字
银行更轻松地确定并衡量重塑的不断
进展。

银行可在清晰的业务和数字战略的推
动下，循序渐进地实施 DBF，主要
分五个主要阶段（见图 1）：
1. 数 字 化 战 略 基 于 银 行 特 定 的 愿
景和使命、竞争环境和目标业
务模式，并利用数字化重塑等
方法实现。
2. 数字化能力评估 受数字化战略驱
动。确定银行应当培养和部署的
业务和 IT 能力，以支持全新的
数字业务模式。借助 DBF，银行
可以评估当前的数字化成熟度，
从而确定所需的总体能力，并与
银行的数字化目标进行对比，以
发现存在的差距。DBF 可将关键
的财务业绩指标与数字转型联系
起来，推荐项目以消除差距。

3. 目标运营模式根据 DBF 运营影
响模式进行调整。这个步骤用于
定义支持预期的数字化成熟度所
需进行的改变。组织、流程、文
化、资产、技术和架构都会受到
数字化流程的影响，应进行适当
转型以支持银行的数字化目标。
4. IT 架构调整是实现运营模式转型
以及银行业务和 IT 架构发展的关
键因素。数字化过程需要对传统
的互动系统和记录系统进行深入
改革。新一代的前台和后台系统
必须基于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AI)，才能做出明智的自动化决
策，并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提供数
据、事件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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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化变革路线图。定义数字化
战略、运营模式和目标架构，并
考虑银行的预算计划、资源和风
险承受度之后，可将所有的变革
活动统筹整合到一个转型计划之

中。可对项目和时间线进行调整
以消除能力差距，让财务模型正
确反映所需的成本、资源、风险
和预期回报。

图1
五个关键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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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运营模式 (TOM)
定义

− 架构影响结果

− 业务架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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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数字化重塑
许多银行将数字化变革作为单独的计
划实施，但未制定全局路线图，因此
也就没有定义在数字领域竞争所需的
所有变革。通过采用 DBF 方法，银
行可以直观呈现企业中重塑的影响，
并且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认
识。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参考模型，
用于定义银行在数字领域竞争必须部
署的数字能力。这些能力可归为以下
几个类别：
–

先进的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先进
的互动机制，例如个性化、聊天机
器人以及全渠道一致的服务。

响应能力。提供由简化的运营流程
支持的实时互动，并根据切实可行
的洞察自动做出决策。

–

信任与透明。银行应当有道德使命
感以及社会责任感。透明必须成为
银行准则、愿景、使命、文化以及
合规的一部分。

–

价值链数字化。实现流程数字化，
调整产品和服务以充分利用数字环
境的优势。在同一次 IBV 调研中，
有 66% 的全球银行高管对此表示
支持，他们认为传统的价值链将被
替代。5

–

–

–

每种能力所需的成熟度主要取决于
银行的战略、当前状态和地理位
置，以及市场、社会和生态系统的
成熟度。DBF 提议对银行所处的状
态，以及希望将这些能力用在哪些
领域进行详细分析，以定义转型路
线图（见图 2）。

生态系统支持。在以平台为导向的

图2

经济中，参与开放式的金融生态系
统可以使银行受益。

数字化能力模型

社交媒体支持。使用社交平台创建特
价值链
数字化

定社区，为数字化客户实现价值。
–

坚 实 的 基 础。 数 字 化 银 行 需 要 敏

创新型数
字文化

先进的客户
体验

捷、灵活并且可扩展的信息系统，
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

创新型数字文化。银行的组织和文

坚实的基础

数字能力
模型

快速响应

化依赖于持续开放的创新环境。
社交媒体
支持

信任与
透明
生态系统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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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银行业数字化重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
无需赘述。采用结构化的 DBF 方法有
助于最大程度减少业务中断情况，提高
成功可能性。请考虑以下建议：
–

–

–

利用灵活的金融产品和非金融产品拉
近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考虑自己
开发或向外采购的深层含义，包括比
较速度与使用内部人才的相对效益。
发展或加入数字化生态系统和平台，
为客户提供各种传统产品和非传统产
品。在 2016 年 IBV 的全球 CEO 调
研中，45% 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需
要参与由其他人创建的平台。6
确保企业为规划的数字化能力做好
充分准备。企业准备工作通常结合
使用重新分配、重新培训以及招聘
等方法。

主题专家
–

–

确保 IT 架构为支持转型做好准备。
CIO、CMO 和 CFO 之间的团队合作
职责清晰，对于成功非常重要。
敏捷响应客户和市场需求。推动开发
团队的团队协作与自我评估，确保他
们能够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而
不仅仅是遵循计划。监控进展情况，
但请记住一条古老的箴言：数钱并不
会使你变得更富有。

Javier Vidal Plana
IBM 全球市场部门银行企业架构师
jvidal@es.ibm.com
www.linkedin.com/in/javier-vidal-a1b6722/
Jesus Freire Costas
IBM 全球市场部门欧洲银行与金融市
场团队行业技术领导，杰出工程师
jesusfreire@es.ibm.com
www.linkedin.com/in/jesusfreire/
Montserrat Roca Junc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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