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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策略的效用

导言
如今的专业风险管理人员深知他们的工作对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了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们需要借助一些解决方案，这些
方案不仅能够自动运行和简化风险管理流程，而且还能对整个企业的新受众进行高级风险分析。
IBM® 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提供全面的服务和解决方案组合，旨在帮助您将最佳实践风险管理策略嵌入到企业的 DNA 中。本电子书将深入
探讨 IBM 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如何帮助专业风险管理人员在五大关键领域颠覆企业对风险的理解和管理方式。我们提供真实示例来展示 IBM
解决方案如何帮您实现可证实的商业价值，以及如何充分发挥您的潜力。
若想浏览此电子书，只需向下滚动鼠标即可开始阅读第一章，您也可以单击下面的编号跳转到最感兴趣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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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和市场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日趋复杂，金融机构必须设法
找到新方法来保护自己、客户和投资人免受
信贷和市场风险的影响。

信贷风险
在任何贷款场景中，贷方都必须尽量确保借
方能够偿还贷款。
鉴于贷方基本上无法完全确定任何指定借方
是否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信贷风险
管理工作主要倾向于管理贷方对每个借方的
风险敞口，旨在确保即使一个借方确实违约，
也不会对贷方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或者带
来灾难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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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Watson 财务风险解决方案能够帮助贷
方同时跨越银行和交易账簿自动评估信用，
提供详细的分析，帮助中前台部门了解风险，
设置适当的信用额度，并避免有人违反这些
限制。
除了帮助避免直接暴露在风险之中外，这些
解决方案还有助于开展监管报告工作，并有
可能优化资本需求。

IBM 金融风险解决方案提供成熟缜密的蒙特
卡罗模拟方法按市值计价评估，使金融机构
能对其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并了解各类
市场事件的潜在影响。
同样，用于计算市场风险的稳健方法有助于
降低监管资本需求，并提高资本回报率。
请继续阅读，了解南非联合银行如何使用
IBM Algo® Credit Manager。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分析侧重于评估机构经营账簿中的
金融工具的价值，以及该价值随市场条件的
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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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联合银行
公司简介
南非联合银行的企业和投资银行 (CIB) 部门业
务覆盖面非常广泛，遍布从开普敦到开罗的诸
多地区，旨在为客户在非洲发展业务和提高运
营效率提供支持。

业务挑战

转型
CIB 团队使用 IBM Algo Credit Manager 来汇
总所有的限额和风险敞口信息，为其南非运营
部门提供跨越多个行业、银行产品和贸易产品
的统一可信风险视图。

结果

随着企业和投资银行服务的持续增长，南非联
合银行的 CIB 部门需要通过集成平台来呈现有
关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统一精准视图，同时满
足南非企业、客户和监管机构的需求。

●

将生成统一风险视图所需的时间缩短了 85%

●

将负责手动数据捕获工作的两名全职员工调
离到更有价值的岗位

●

净现值 230 万美元，内部收益率为 51%

“若使用基于电子表格的分析工具，
我们需要七天时间来计算一家大型金
融借款方的总风险敞口。而借助 IBM
Algo Credit Manager，我们在两分
钟内便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 Dale Vice，南非联合银行 CIB 部门信贷改革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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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风险服务
运行数以亿计的复杂模拟来评估风险是一项对
计算能力要求极高的任务，通常需要使用大型
的高性能服务器集群，才能以业务所需的速度
交付结果。
对于不希望在内部构建和管理此类基础架构
的金融机构而言，IBM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等基于云的风险分析解决方案无疑是理
想之选。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支持客户将其资产
和所在位置的数据上传到高度安全的云存储库
中。随后，该解决方案可将此类信息与外部数
据源（例如当前的市场定价数据）相集成，并
根据需要执行复杂的模拟和聚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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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些分析后，该解决方案会将可定制的报
告和指标返回给客户，同时提供丰富的数据集，
以便客户随后可按需集成到自己的内部分析系
统中。

外包数据服务

灵活的场景开发

此外，IBM 还提供自己的外包数据服务，可简化
实施和集成工作并降低出错风险。

这项云服务还允许客户访问各种预先构建的场
景，用于对其投资组合即时开展压力测试。
IBM 的开发团队将这些经过全面测试的场景涵
盖在服务中提供给所有客户，同时，IBM 团队
还能开发定制场景来满足个别客户的需求。

实时风险
分析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能够处理 Thomson
Reuters、S&P、Fitch、Axioma 和 ICE Data
Services/BondEdge 等主要提供商的市场数据。

依托一家供应商提供云分析和数据，客户还有可
能降低运营成本，并简化供应商管理和技术支持
流程。
请继续阅读，了解 eSecLending、KLP 和 Jefferies
如何使用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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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cLending
公司简介

“与之前的数据提供商相比，因为定价
数据质量更高且更完整，我们每月可节
省大约 20% 的数据成本，而且我们的
报告中再也找不出漏洞。”
– Bill Locke，eSecLending 首席风险官

eSecLending 是一家独立经营的金融服务公
司，为全球机构投资人和清算机构提供证券
融资、抵押和流动性服务，以及违约管理解
决方案。该公司采用灵活的咨询方法与客户
合作，根据每位客户的特殊需求、目的和目
标为其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业务挑战
eSecLending 使用市场数据来分析客户的贷
款组合风险。由于现有的数据提供商的费用
不断上涨且数据往往不够完整，eSecLending
开始寻找更好的选择。

转型
eSecLending 转而选择集成了 IBM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的 IBM 外包数据服务，为每
个客户的投资组合提供每日风险指标和压力测试。

结果
●

通过依托一家供应商提供数据和分析服务，
节省了 20% 的市场数据成本

●

日 均 分 析 的 金 融 工 具 数 增 加 了 42%， 从
7000 个上升至 1 万个

●

日均模拟场景数是原先的 4 倍，风险评估变
得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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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P Kapitalforvaltning
公司简介

转型

KLP 是 挪 威 最 大 的 互 助 人 寿 保 险 公 司， 在
公 共 部 门 养 老 金 领 域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有 超
过 70 万名来自市县级政府、卫生信托公司
和其他公有制企业的会员。它的子公司 KLP
Kapitalforvaltning 负责管理 2780 亿挪威克
朗的集团总资产，2013 年更是高达 3750 亿
挪威克朗。

通过部署 IBM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对各
类资产的风险进行建模，KLP 现已支持每个用
户即时上网访问关键风险度量和及时的个性化
报告。

结果
●

更简单的风险建模更便于投资组合经理和运营
团队访问并使用洞察

●

决策者对通过风险分析来管理投资组合和风险
充满信心，导致活跃用户数量增加了 200%

业务挑战
KLP 深知精准建模可帮其投资组合经理和风
险分析师作出更完善的决策，但若无法轻松
访问这些结果，用户是没办法看到这些优势的。

●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简化了

“与 IBM 合作使我们能够根据投
资组合经理和风险分析团队的准确
规范来校准模型、风险度量和报告。”
– Harald Harlem，KLP Kapitalforvaltning 投资管
理服务部主管

IT 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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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公司简介
Jefferies 为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客户提
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涵盖投资银行、股票、
固定收益和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该公司总部
位于纽约，在全球 30 多座城市设有办事处，
拥有 3300 名员工，并持有 114 亿美元的长期
资本。

“随着市场的发展，IBM 使我们
能够为客户提供丰富的日常洞察，
了解其投资组合不断变化的风险
状况。”
- Ehab Sorial，Jefferies 大宗经纪技术部高级
副总裁

转型
为了搜寻市场数据来制作风险报告，Jefferies
转 而 采 用 集 成 了 IBM Algo Risk Service on
Cloud 的 IBM 外包数据服务，提供每日风险指
标和压力测试。

结果

业务挑战

●

为了扩大竞争优势，Jefferies 开始帮助对冲基
金客户以更低的成本更加深入准确地洞悉投资
组合风险，以此进一步完善其服务。

● 周期缩短
●

对先前数据供应商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90%，
由此节约了大量成本
20%，降低了关键报告延迟风险

无需额外成本即将特殊保证金规则扩展至更
广泛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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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风险分析
对于许多金融机构而言，每日洞察信贷风险
已不足以满足需求。为确保前台部门作出正
确的决定，交易部门需要在达成特定交易之
前，了解该交易将对信贷额度产生怎样的影响。
若想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手开展信贷风险分析，
就需要能在几秒钟内计算出交易对手风险敞
口的强大实时信贷引擎。

简单的附加风险模型的局限性
尽管更加简单的风险模型可用来加速计算过
程，但并不总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例如，简
单的“附加”风险模型可能会加快处理速度，但
它们不会考虑净额清算影响及其他重要因素。

信贷和
市场风险

云风险
服务

因此，这些附加模型得出的结果与风险管理团
队使用的更复杂模型的结果并不匹配。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违反限制的
交易蒙混过关，或者产生误报，导致交易者无
法继续实际上并未违反限制的交易。

利用实时信贷引擎
IBM 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的金融风险解
决方案可提供强大的实时信贷引擎，能够运行
十分复杂的模拟，与风险经理用于日常风险报
告的模拟一样，即完整的多步骤蒙特卡罗模拟，

实时风险
分析

这是信贷风险敞口和 XVA 评估的黄金标准。
前台部门由此能够近乎即时地精准洞察他们拟
开展的任何交易的影响，帮助他们识别出能够
降低风险的交易，并有可能在不超过信贷限额
的情况下扩大业务量。
请继续阅读，了解 BBVA、Societe Generale
和 Intesa Sanpaolo 如何使用 IBM Algorithmics
解决方案开展实时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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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VA
公司简介
BBVA 总部位于西班牙，是一家跨国银行集团，
业务遍及欧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和亚太地
区。该集团拥有超过 11.4 万名员工，资产高
达 6890 亿欧元，财报中的年净收入约为 75
亿欧元。

为了帮助交易部门制定出更具风险意识的明
智决策，BBVA 希望他们能够精准洞察交易对
手信贷风险 (CCR)，并实时检查每笔交易的限额。

– Óscar Gil Flores，BBVA 金融工程师与流程支持
部执行总监

基于 IBM Algorithmics Integrated Market and
Credit Risk 而构建的交易前实时限额检查工作
流可帮助交易员避免违规并抓住机会，同时控
制风险。

结果

业务挑战

“交易前的限额检查帮助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管理 CCR
风险。”

转型

●

帮助交易员避免高风险交易，并就交易对手
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

揭示交易中的趋势和模式，同时减少手动分
析工作

●

提高决策的一致性，使用统一的方法构建交
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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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兴业银行
公司简介
法国兴业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
在 76 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超过 15.4 万名员工。它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3200 万名客户，为零售银行、
企业和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和证券服
务领域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建议与服务。

转型
法国兴业银行建立了集中式 CVA 平台，使
用 IBM Algorithmics Integrated Market and
Credit Risk 来支持各个业务部门，自动为标
准产品实时提供准确的 CVA 定价。

结果

业务挑战
为了赢得竞争优势，法国兴业银行的交易员必须
能在交易之前评估每笔交易的风险，这样一来，
就需要在整个银行中实时估算 CVA 和其他风险
指标。

实时 CVA 定价使交易员能够围绕每笔交易基
于交易对手风险计算适当的价格，并以更低
的成本更有效地对冲头寸。这种设置和架构
有助于在遵循《巴塞尔协议 III》要求的同时
显著减少资本。

“我们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资本优
化非常重要，我们通过对冲头寸大幅
降低了 VaR 的 CVA 资本。”
- Keyvan Silvain，法国兴业银行巴黎分行 CVA 平
台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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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a Sanpaolo
公司简介
Intesa Sanpaolo 是 一 家 市 值 为 487 亿 欧 元
（2017 年 7 月）的意大利银行集团，在零售
银行、企业银行和财富管理等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旗下的投资银行部门 Banca IMI 在米兰总
部拥有 800 多名员工，在罗马和意大利设有办
事处，在纽约设有子公司，并在 70 多个市场
与 350 名客户开展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交易。

“通过采用更准确的内部模型方
法来评估交易对手风险，交易员可
以更有效地利用信贷额度。”

转型
Intesa 和 IBM 共同构建了支持交易员对交易对
手风险实时开展假设分析的解决方案，提供了
与风险团队模型相一致的更加精准的风险敞口
度量。

结果
●

通过面向交易员和风险经理的单一内部模型
揭示实时风险

●

加 强 交 易 和 风 险 管 理 流 程， 实 现 监 管 合 规
(CCR)

●

利用技术环境来满足未来监管要求 (FRTB)

业务挑战
该银行基于多项建模技术围绕场外交易 (OTC)
衍生品作出交易决策。交易员要么运行过于保
守的附加组件，要么致电风险团队询问内部模
型结果。

- Rita Gnutti，Intesa Sanpaolo 内部模型市场和
交易对手风险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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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管理
大多数的大型金融机构都需要管理复杂的资
产和负债账簿，以便确保始终保持足够的流动
性来履行企业义务。
鉴于此，他们必须通过适当的工具来评估资产
负债表上的各项资产和负债，了解它们对利率
波动和市场价值变化等风险因素的敏感性，并
采取适当的对冲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及其客
户和贸易伙伴。
与此同时，通过寻找智慧的方法来管理资产和
负债，金融机构可以奠定更稳定、收益更高的
资产基础，帮助减少投资组合中的高风险负债
份额，进而释放利润增长潜力。

信贷和
市场风险

云风险
服务

一种智慧管理框架
IBM Algo ALM and Liquidity Risk on Big Data
是一种资产和负债管理框架，可帮助银行和金
融机构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中发现盈利机会以及
风险集中区域。
它跨越多个风险因素和资产类别提供有关市场
和流动性风险的综合视图，帮助企业为股东创
造价值，并显著降低制定对冲策略时的财务不
确定性。基于场景的优化工具有助于企业使用
历史压力测试和蒙特卡罗场景跨不同时间步骤
来模拟并测试投资组合，从而制定最佳对冲策略。

实时风险
分析

它还提供全套的分析和报告工具来帮助企业管
理股东价值创造活动，识别出风险集中区域和
盈利机会。分析功能包括动态资产负债表收入
模 拟、 确 定 性 和 随 机 场 景、EaR、CFaR、VaR
和市场价值敏感性分析。100 多种预定义的报告
包括：静态和动态利率报告、流动性和 Beta 差
距报告，以及持续时间和债券凸性报告。
请继续阅读，了解 NIBC 如何从 IBM Algo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中受益。

资产负债
管理

治理、风险
与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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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BC
公司简介

“该系统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对多种
场景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基于更详
细的最新信息作出决策，并对准确性
更加自信。”
– Marcel de Kler，NIBC 市场风险报告部门主管

NIBC 银行既提供企业银行服务，也提供个人
银行服务。它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在伦敦、
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和新加坡设有办事处。
2011 年，这家银行雇佣了 664 名员工，实现
了 2.82 亿欧元的收入和 6800 万欧元的利润，
管理着价值 91 亿欧元的贷款和价值 87 亿欧
元的抵押贷款。

业务挑战
在流动性不足且信贷成本较高的经济体中，
NIBC 意识到银行需要加强对资产负债管理的
控制，以便保护利息收入并维持利润。

转型
NIBC 实施了 IBM Algo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来补充现有的 IBM 金融风险软件套件，并为各
种可能的风险场景提供详细的日常报告。

结果
●

报告从每两周一次改为每日一次，帮助 NIBC
更快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

借助场景分析完善了应急规划

●

自动化功能将报告周期从几天缩短为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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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风险与合规
量化金融风险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金
融机构以及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还需要防范
通常无法以信贷或市场风险的方式进行模拟
或计算的其他类型的风险。
管理这些更加定性的风险类型需要采用不同
的方法：必须构建强大的治理和合规框架，
识别、监视、评估、控制并降低每个业务领
域的风险。
成功的治理、风险及合规管理可以减少运营
损失、降低合规和审计成本、及早发现非法
活动，并降低未来风险。

信贷和
市场风险

云风险
服务

IBM 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的治理、风险
及合规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企业管理整个企
业内的运营风险，借助自动化工具快速评估
风险状况，并分析重大风险。IBM 提供端到
端的监管变更和责任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利用 IBM Watson 的认知计算能力和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的监管专业知识
来了解复杂和重叠的监管要求，并将其与内部
GRC 框架对应起来。
企业借 IBM 之力可抢占有利地位，设计出健壮
的风险和控制流程，并引入自动化技术来确保
适时采取相应的评估和控制措施。

实时风险
分析

借助存储所有风险文档的单一存储库，以及跟
踪评估结果、行动、事件和险兆的单一平台，
IBM 可帮助您降低失控风险蒙混过关的可能性。
IBM 还提供复杂的分析和报告工具，帮助高级
管理人员及时了解损失事件或漏洞领域，使风
险经理以及风险和控制人员能够轻松了解风险
状况并履行其职责。IBM Enterprise Model Risk
Governance 还可帮助解决因模型不准确或误
用而产生的风险。
请 继 续 阅 读， 了 解 Hypovereinsbank 和
Continental 如何使用 IBM OpenPages® GR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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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Vereinsbank，
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 成员

“OpenPages 帮助我们提高了流程
效率。”
- Armin Konetschny，联合信贷银行成员
HypoVereinsbank 的流程架构和控制管理部主管

公司简介

转型

HypoVereinsbank 是 总 部 位 于 意 大 利 的 著
名 金 融 服 务 机 构“ 联 合 信 贷 银 行” 的 成 员。
作 为 德 国 银 行 业 市 场 的 领 先 企 业 之 一，
HypoVereinsbank 遍布全国的约 300 家分行
拥有超过 1.2 万名员工。

通过使用 IBM OpenPages 软件来加强风险和
控制评估工作流，HypoVereinsbank 现已能
够自动运行报告流程，并简化了对 3000 多项
内部控制措施的跟踪工作。

业务挑战
为了降低损失风险、改进流程并加强控制，
同时保护银行在客户和监管机构中的声誉，
HypoVereinsbank 开始着手简化风险和控制
评估流程。

结果
●

通过自动运行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流程提高
了效率

●

通过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将人员需求降低
了 33%

●

通过更加深入地洞悉风险和控制措施帮助
快速找出缺口并解决问题

阅读完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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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公司简介

转型

大陆集团开发用于客车和货车的智能技术。作
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国际汽车供应商、轮胎制
造商和工业合作伙伴，大陆集团提供可持续、
安全舒适、个性化且价格合理的解决方案。
2016 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 405 亿欧元。大
陆集团目前在 56 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超过 22
万名员工。

部署了 IBM OpenPages 治理、风险及合规管
理软件之后，大陆集团便可着眼全球开展高效
全面的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

结果
● 在全球业务范围内实现了有效且高效的风险管理
●

由于及早消除轻微威胁，将公司内评估的风险
数量减少了 75%

●

将 6 个风险管理流程和 4 个系统都整合到了
一个解决方案中

业务挑战
为了规避业务风险，大陆集团需要深入了解旗
下全球子公司的风险领域，并通过有效的方法
来缓解这些威胁。

“IBM OpenPages 帮助我们高效
地评估、监控和降低企业全球范围
内的风险。”
- Sebastian Witte，大陆集团企业控制部项目和
风险管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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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IBM 一直在与金融服务行业的多家企业合作，助力他们使用 IBM 云、
认 知、 大 数 据、 监 管 科 技 和 区 块 链 技 术 来 应 对 业 务 挑 战。Watson
Financial Services 服 务 融 合 了 Watson 的 认 知 能 力 与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的专业知识，可帮助风险和合规专业人员作出更明
智的决策来管理风险和合规流程，从监管变更管理到具体的合规流程
一一涉及，如反洗钱、了解客户、开展监督和压力测试等等。
若想了解有关 IBM 金融风险和监管合规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RegTech 或在 Twitter @IBMFintech 上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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