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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庆市分行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从金融同业人

员中招聘产品经理、客户经理（零

售）等4名。

一、招聘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庆市分行。

二、招聘条件

原则上35周岁（含）以下，特别

优秀的可放宽至40周岁（含）；具备

国内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位或国外院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学位；具备金融同业工作经

验，具有拟招聘岗位3年及以上的

专业工作经历；条件特别突出的，年

龄、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详情

请登录智联招聘网站。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

有意者请于2020年 4月 21日

前登录智联招聘网站首页邮储银行

安徽省分行社会招聘专栏（http://

ahyc.zhaopin.com/job.html），进入电

子报名系统相应入口报名。每个应

聘人员限报一个岗位。

咨询电话：0556-522711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庆市分行

2020 年社会招聘宣传广告

为感谢中国人寿安庆分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对碟子塘社区的
大力支持，3月30日，大观区集贤路街道办事处和碟子塘社居委送来锦
旗，对安庆国寿志愿者长达 45 天的社区一线值守表示诚挚的感谢，为

“疫情无情人有情、不忘初心担使命”的国寿情怀点赞。 黄文艳 摄

中国人寿安庆分公司

支持社区疫情防控获赞

重金打造
国有六大行金融科技
投入均超2%营收

疫情之下，多家银行通过视

频、电话方式召开2019年业绩发

布会，“金融科技”“科技赋能”

等成为会上的热词，年报对金融

科技的披露程度也远超往年。

年报数据显示，致力于打造

“5G+智能银行”的建设银行2019

年创下国有六大行金融科技“砸

钱之最”，投入总额为 176.33 亿

元，占营业收入的2.5%；“宇宙大

行”工商银行紧随其后，相关金

融科技投入达163.74亿元，占该行

营业收入的2.2%。

同时，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金融科技投入

也均有增长，占全行营业收入均超

2%。其中，邮储银行信息科技投

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直逼3%。

部分股份制银行尽管在金融

科技方面布局早，但亦不减相关

投入的增速势头。其中，招商银

行 2019 年信息科技投入为 93.61

亿元，同比增长43.97%，占营业

收入的 3.72%；平安银行 2019 年

IT资本性支出及费用投入则同比

增 长 35.8% 。 其 中 ， 科 技 人 员

（含外包） 超过 7500 人，同比增

长超34%。

在业绩发布会上，多位银行

高管对所在机构2020年金融科技

布局作出展望。其中，人才培养

和科研投入被视为下一步转型发

展的“重头戏”。

交通银行表示将探索“产学

研用”一体化研发模式，推出金

融科技万人计划、FinTech 管培

生、存量人才赋能转型三大工

程。平安银行提出，致力于培养

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实现

“人才引领”。

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金融

科技复合型人才将在银行业“C

位”出道，这或许也将带来一场银

行金融机构间的人才“争夺战”。

战略先行
大中小银行金融科技
业务布局各有侧重

据中国清算支付协会今年3月

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已有

60%的银行制定了金融科技规

划，且已按规划发展相关业务，

仅 2%的银行仍无相关规划及实

践。同时，已有 14.89%的银行设

立了专门的金融科技部门。

综合多家上市银行2019年年

报来看，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行

由于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在金

融科技的布局上更凸显整体性和

系统性。

如，工商银行目前已经形成

了“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

研究院”的金融科技组织架构，

同时通过推进“智慧银行ECOS工

程”建设，从生态、场景、架

构、技术、体制等多端发力，促

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农业银行则明确提出“再造

一个线上农业银行”，积极推动线

上业务；招商银行利用招行 APP

和掌上生活 APP 两大平台聚焦

“核心金融+泛金融”场景生态体

系，布局数字化流量获客与经营

体系的构建；平安银行全面推进

AI BANK建设，志在成为一流的

智能化零售银行。

与此同时，中小型的地方银

行则主要集中于某些重点领域，

有针对性地探索金融科技发展。

如，青岛银行在年报中表示，

2019 年结合“金融+科技+场景”

的新金融理念，加快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和创新，着力加强移动互

联、智慧运营、理财资管等领域

的重点项目建设。

随着各商业银行构纷纷向智

能化、数字化转型，产品和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同质化。在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董希淼看来，部分中小银行在资

金实力上较为有限，没有足够的

财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预

研性项目的投入，限制了自身的

数字化转型。

“在金融科技的布局上，不

应该是所有机构都‘贪大求全’。

银行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把有

限的资源利用好。对于大多数地

方商业银行来说，应该深耕当

地，创新有针对性的金融科技发

展模式，并积极与国有银行、大

型股份制银行合作，补齐自身短

板，实现共赢。”董希淼说。

“次元”跨界
开放银行或成行业
转型未来

正如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

去年在一次发布会上所说，“工商

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科

技的创新史。” 一直以来，每一

次科技迭代，银行业都不曾缺席。

疫情期间，银行 APP成为不

少人享受便捷服务、联结网络消

费的“新大门”。打开APP，用户

不仅能享受到安全、专业、便捷

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还能突破

金融“次元壁”，进入五花八门的

消费场景。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依托

“金融科技+场景生态”的“开放

银行”可大幅拓展银行服务的边

界，或将成为行业转型的未来。

何为“开放银行”？简言之，

即通过技术手段向消费者直接接

入金融机构的数据网络系统。

“开放银行”能延伸金融机

构的服务“触角”，提升行业竞争

力。工商银行 2019 年年报显示，

该行手机银行客户去年达到3.61亿

户，净增4700多万户，增量创近

3 年新高，客户规模、客户活跃

度、客户黏性均居市场首位。同

时，通过开放平台API和金融生态

云，将1000多项金融服务开放给

2500多个合作伙伴，引入不同行

业2万家合作伙伴。

“我们现在 90%以上的业务

都部署在开放平台，更能适应开

放化、生态化、业务量激增的业

务发展趋势。”工商银行行长谷澍

在业绩发布会上透露。

董希淼表示，未来，“开放银

行”将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

个以API、SDK、H5等为手段，通

过整合生态、搭建平台，从而提

供更聚焦、更敏捷、更智能、更

开放的客户体验的平台合作模式。

“‘开放银行’更是一种理念，

它意味着‘银行是一种服务，而

不是一种场所’。它意味着一种全

新的银行业态，促使银行服务随

时随地、无处不在，全面回归以

用户为核心。”董希淼说。

天风证券也认为，未来，银

行将依托金融科技，加强场景生

态建设，丰富获客、活客渠道和

方式，加强线下、线上金融服务

融合、打通，构建场景生态圈，

拓宽服务领域、延伸服务周期，

将服务交付场所逐渐由实体网点

向各类生活消费场景转移、融合。

多家上市银行2019年年报体

现了这一趋势。比如，农业银行注

重对线上医疗、教育等场景的接

入；建设银行强调对社区的智能化

管理；邮储银行则重点拓展三线城

市及以下地区的民生服务领域。

诚然，当前金融科技发展依

然存在诸多不足：如相关行业标

准模糊，人脸支付、大数据个人

隐私保护等安全规范有待进一步

完善，“信息孤岛”导致的银行与

企业、个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

普遍存在。这些都有待未来科技

进步、行业发展和监管升级一一

解决。

来源：人民网

银行业重金加码智能科技

“开放银行”或成行业转型未来
“绩效超20万元+双通道晋升机制+解决住房问题”。正值招聘季，有银行开出上述优渥

条件，广纳金融科技人才。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业

务持续赋能：“三升两降”（即业务运营效率、客户体验和业务规模能力提升，以及成本、风
险方面双降） 效果日益凸显。麦肯锡相关研究报告预测，“智能化大数据应用是零售银行在
未来十年制胜的核心能力。”

记者从近日披露的多家上市银行2019年年报中发现，超万亿元的净利数据背后，银行业
对金融科技布局也在不断“加码”。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等多类银行金融机
构对科技团队建设和研发投入均有增多，数字化转型战略已成为行业发展共识，同时，“开
放银行”或成行业转型的未来。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

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央行决定对

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

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

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利率1个百

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

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

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

此外，央行决定自4月7日起

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

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

此次定向降准面向中小银

行，包括两类机构，一类是农村

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

构，另一类是仅在省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

央行解释，获得定向降准资

金的中小银行有近4000家，在银

行体系中数量占比为99%，数量

众多、分布广泛，立足当地、扎

根基层，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

要力量。

来源：人民网

央行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