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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行业处于十字路口
“认知解决方案终于在金融
服务行业崭露头角。这些
解决方案不仅帮助风险与
合规专业人员提高决策效
率，而且还帮助银行、股
东以及客户更有效地管控
风险。”
Bridget van Kralingen

金融服务行业处于十字路口：金融服务行业所采用
的旧有系统能力不足，而合规工作多为人力密集型
方法，无法适应发展的要求。银行要管理的数据量
不断飙升，预计到 2020 年，要处理的数据量将达
到数十艾字节，如此庞大的数据量给行业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1 而客户群体构成不断变化，客户需求朝
令夕改，使数据管理雪上加霜；许多金融机构为了
实现持久而有效的投资回报而疲于奔命，苦不堪
言。目前，银行及其高管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合规责
任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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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不断升级

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答案是认知
型 RegTech（监管技术）。通过在整
个银行范围内实施 RegTech，金融机
构就能够结合合规方面的数据、技术创
新以及新方法，提高合规团队的能力，
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开展工作。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法律法规经
历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如今，企业
唯有通过增加投入，方能降低风险，改
进合规。但是，这样做弊端极大，合规
成本会挤占原本用于发展投资和客户服
务的资源。
虽然有些企业通过招募和留住更多人
才，也可勉为应付合规问题，但这并非
长久之计。其一，市场上合格的合规专
业人才凤毛麟角，无法及时填补职位空
缺。其二，现有技术在降低成本方面显
得无能为力。

目前，企业在合规与风险方面的开销不
断增长。不仅如此，不合规还会招致巨
额罚款。自 2008 年以来，全球银行因
不合规付出了超过 3200 亿美元的罚
款。2
此外，人员的工作表现也无法做到始终
如一。即使最称职的合规专业人员在阅
读繁杂的非结构化法规文档时，也难免
身心俱疲或神游天外，此外还有患病的
风险。由此可见，管理这种任务关键型
活动的方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扩
展。行业亟需全新的方法。

“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金融
行业）越来越多变和复杂。从
而，合规及风险管理系统必须
行之有效 且能应对 这种复杂
性，我们 的业务才 能顺利开
展。将先进技术与领域专业知
识结合起来，是唯一的解决之
道。”
Gene Lud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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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RegTech 和认知型合规领域

“人类在解决风险与合规问
题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人类的智
慧、人类的能力以及强大
的文化在这方面起到核心
作用。但目前的状况并非
长久之计。人类仅凭自身
能力并不足以应对这些挑
战，必须借力先进技术。”
Gene Ludwig

RegTech 使人工报告与合规流程实现了
数字化。RegTech 承诺帮助金融服务行
业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约。 3 通过部署专
业知识与技术的适当组合，帮助金融机
构轻松管理新颁布和不断变化的法规。
具备认知能力的银行通过运用合适的工
具 ， 规 避 罚款 、 处罚 和声 誉 受 损 等风
险，而且可以轻松扩展合规解决方案，
而无需持续扩大合规团队的规模。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NLP) 等认知
计算领域的创新有助于转变合规流程，
实现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例如，真正的
认知系统每秒可处理数以百万计的自然
语言文档，阅读多达 8 亿页的自然语言
内容。4

目前，有很多 RegTech 供应商声称能够
运用先进技术或具备深厚的技能和能力，
帮助解决特定的合规或风险问题。但“各自
为战”式的解决方案并非我们想要的完整答
案。我们必须将风险与合规视为整个公司
范围的问题，通盘考虑，统筹管理。大好
时机就在眼前，金融服务行业可以通过实
施端到端的集成式风险管理方法，显著提
升合规效率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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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此类集成方法需要：
•

深厚的行业专业技能和领域知识：确切
地讲，认知系统凝结的是医生、研究人
员、理财顾问、客服代表或兽医等行业
专家的经验和知识。

•

数据洞察：数据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的关键要素。如果企业可以从数据中
访问、理解和生成切实可行的洞察，
就能够在促进和增进信任的竞争中处
于领先地位，引领企业、职业乃至整
个行业的转型之旅。

在考虑 RegTech 系统时，需要回答以
同样，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处理海量
下问题：谁负责训练认知系统？是编程
数据，而在于深入挖掘结构化数据和
专家还是法规专家？解决方案的训练目
非结构化数据（如视频和社交媒体）
的是理解法规的目的还是仅仅识别关键
中隐藏的洞察。这就需要具备理解、
字？银行前台、中台和后台需要注意什
推理和学习能力的真正的认知技术。
么，在整个企业范围应用相同的法规要
求，其意义何在？
最重要的一点：仅凭领域专业知识或先
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将这些能
仅仅是发现新法规并非成功之道。理解
力与大量丰富的数据源整合起来，才能
法规的目的才是企业制定最佳应对之策
使 RegTech 解决方案独树一帜，在竞
的关键所在。同样，这需要深厚的领域
争中脱颖而出。也只有借助这样的组
专业知识。
合，才能应对行业目前所面临的日益复
杂的风险和严峻的合规挑战。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迅速转
型，开始采用新技术，肩负
起日益复杂的风险管理与合
规职责，以高效而且可持续
的方式完成任务。当然，要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先进的
技术不可或缺。”
Gene Ludwig

6

认知时代的监管技术 RegTech

对于 RegTech 和金融服务行业，认知
能力可以成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就像认
知系统可以帮助肿瘤医生制定最佳癌症
治疗方案那样，金融机构也可借助认知
技术，做出明智决策，高效管理风险、
合规流程以及法规义务，包括法规变化
管理、反洗钱 (AML) 工作、客户心连心
(KYC) 活动监督以及压力测试等。
RegTech 可以帮助风险与合规主管省时
省 心，从而 腾出更 多精力 思考战略 问
题，更自信地领导企业应对法规变化，
使 企业从被 动应对 型转变 为主动出 击
型。

“认知技术很有希望使目
前的法规与合规工作方式
脱胎换骨。”
Bridget van Kral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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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家

Bridget van Kralingen

RegTech 中的认知能力
当企业考察 RegTech 解决方案时，他们会
发现最能从中获益的四个方面如下：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顺利完成基本审
查，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极具挑战性。

合规性 — 罚款、处罚和大型合规团队不再

金融犯罪 — 纵观整个金融服务行业，因未

是开展业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专业知识与
先进技术的正确组合可以帮助专业人员快速
理解和管理新出台的法规以及不断变化的法
规。认知计算有助于转变合规流程和计划，
提升工作有效性，实现更丰硕的成果。

部署合适的安全措施以满足 AML 与 KYC 合
规性而招致的罚款已达数十亿美元。机器学
习有助于简化补救和调查活动，显著缩短复
杂调查所需的时间。

金融风险 — “贸易账簿基本审查”(FRTB) 是

全球所有行业数据泄露的平均成本为 158 美
元，而金融服务行业平均为 221 美元，高出
5
四成。 认知能力通过发现潜在威胁，自动
获得洞察，帮助企业始终领先于不断快速发
展的网络安全威胁，为数据保驾护航。

市场风险管理领域最重大也是最复杂的划时
代创新。这意味着银行业务经营模式的根本
性转变 — 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银行资金
成本大幅上升，可能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
失，并且错过业务发展的机遇。银行须在

安全性 — 按每条丢失或遭窃的记录计算，

IBM 行业平台高级副总裁
https://www.linkedin.com/in/bridgetvan-kralingen-8952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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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有关 IBM RegTech 功能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ibm.com/re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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