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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浪潮下，中原银行正在“科技银行”和“数据银行”道路上全速奔跑

中原银行金融科技魅力初显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文图

核心提示 12 月 25 日，作为三周年庆的最重要活动，中原银行在郑州举办了手机银行 4.0 暨中原钱包两大移动端 APP 首发仪式。
来自百度、平安科技、同盾科技等 40 余位互联网公司大咖、合作公司嘉宾等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中原银行王炯行长、胡相云副董
事长等出席了发布会。
两大移动端产品的发布，是中原银行打造“科技银行”和“数据银行”的具体落地。作为我省首家省级法人银行，中原银行金融科技魅力正
在绚丽绽放。

新成果绽放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普惠金
融取得更显著成效

中原银行手机银行 4.0 暨中原钱包两大移动端 APP 首发仪式

新平台亮相
推出手机银行4.0暨中原钱包，
用户随时随地可享智能生活
12 月 25 日，郑州 JW 万豪酒店，在中
原银行手机银行 4.0 暨中原钱包两大移动
端 APP 首发仪式上，充满着十足的科技范
儿和互联网范儿。
从人脸签到、帅男靓女的动感单车背
景，到创意型 3D 人屏互动秀、精彩绝伦的
RAP 说唱和情景剧演绎，以及全程网红
美女直播，很难想象，这场发布会的主角
是一家城商行。令与会者感受最深的是，
整个发布会，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生
活、客户体验等作为关键词贯穿全场。
对于新上线的中原银行手机银行
4.0，中原银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朱炎给
出了如下解读——
在设计之初便拥有移动互联网基因，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人脸生物
识别、指纹验证等技术，产品设计包含智
能投顾、智能贷款、AR 账单等，让用户可
随时随地享受智能生活；
4.0 版手机银行还可根据用户行为轨
迹分析，为其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并基
于用户日常的交易行为，打造出一套激励
式用户成长体系，
并匹配专属的权益。
记者从现场智能体验环节注意到，手
机银行在线选择申请贷款、在线选择购买
理财时，程序可谓简便快捷，几乎颠覆了
人们心中繁杂的传统银行业务流程。客
户登录后扫一扫中原银行 LOGO，即可查
询个人的年度账单，倾听关于爱宝对 4.0
版手机银行的特色业务讲解。
当天发布会上，作为中原银行的创新
业务——中原钱包 APP 更是抢眼无数。
以“免费畅游中原，惠享天下美食”为服务
宗旨，聚焦银行三大基础功能——理财、
支付和小额贷款，和三大生活场景——旅
游、出行和美食，中原钱包将被全面打造
成为一款时尚、潮流、全线上借贷一体化
支付产品，助推消费升级，
共创美好生活。
据介绍，在钱包 APP 场景合作方面，
中原银行已与摩拜单车、河南旅游局达成
战略合作。钱包APP目前已上线二维码收
付款、
扫码骑摩拜、
理财产品秒息宝、
一照在
手河南旅游景点免费畅游等产品，
用户可在
中原钱包实现一体化支付金融服务。下一
步，
钱包APP还将加速产品更新迭代，
将上
线享美食、公交充值、扫码乘地铁等场景和
小额贷款提钱花等产品和服务。
随后，
代表中原银行未来银行的吉祥物
“爱宝”
发布，
它以智能、
可爱的面孔呈现。

新理念渗透
拥抱金融科技，转型为具有银行功能的“科技公司”
中原银行推出手机银行 4.0 暨中原
钱包两大移动端 APP 背后，是这家年轻
而富于传承的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
全新探索和实践。
2017 年 10 月，中原银行行长王炯
在郑州参加某论坛谈及创新时，提出
“中原银行未来将成为具有银行功能的
科技公司”，在业内产生深远影响，也令
中原银行这家刚挂牌不足 3 年的城商
行，
引起更多关注。
在王炯看来，当前，科技在金融领
域的应用日新月异，大数据分析已得到
广泛应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据技术也已经投入使用，移
动支付、智能投顾、智能客服等依托金
融科技的产品服务不断扩展，现代金融
就是科技。商业银行应积极向线上化、
数据化、智能化转型，力争实现弯道超
车。
事实上，中原银行立行之初就秉承
“科技立行、科技兴行”的指导思想，大
力推进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信息技术部是中原银行人数
最多的部门，占据了郑东新区一栋写字
楼满满 4 个楼层，部分人员还外延到隔
壁写字楼的两个楼层。
这一度是中原银行乃至河南金融
机构中最神秘的部门。从中原银行组

建初期，业内就盛传这家省内首家省级
法人银行，有一个数百人规模的“科技
军团”，堪称河南金融史上最强大的科
技阵容。
“中原银行信息技术部员工有近两
百人，外包服务的合作厂商人员将近
600 人，目前行内外所有为我们 IT 服务
的人员有 800 多人。”中原银行信息技
术部负责人透露。
记者在中原银行采访获悉，在中原
银行内部，
从上到下，
“科技”
的理念渗透
和实践应用，
已经成为全行人的共识。
线上化不是线下业务的简单照搬
照抄，而是要以客户为中心，推进产品
服务的持续迭代更新。
金融科技的核心是数据，各项科技
的应用主要围绕数据加工分析处理能
力展开，数据成为未来银行的重要资
产，数据加工处理能力成为商业银行的
核心竞争力。
要推进建立“场景+渠道+平台”的
线上生态体系，找到金融需求的痛点，
形成解决方案，实现尽快迅速推广。
…… ……
中原银行科技银行和数据银行的
探索，将使得未来的金融生活照进现
实。今后，银行将不再是客户要去的一
个地方，
而是一种随时可得的服务。

新技术应用
“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快速推进
本报记者获悉，中原银行信息技术
部 2017 年以来已受理超过 1000 项业
务需求申请。其中，新版手机银行、智
能投顾系统、银联二维码支付、风险预
警管理系统、金融同业平台、惠农业务
综合管理平台、社区金融 APP 等数十项
均已完成上线，同时还完成了永续贷、
存利得、鼎惠存、直销银行产品（帮你
还、秒息宝等）、ETC 信用卡等近千项业
务产品的功能优化和数据分析工作。
中原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移动互联方面，中原银行采用“原生+
HTML5”的融合技术架构自主研发移
动开发框架，并在新版手机银行 APP 中
实践应用。此开发框架为中原银行自
主知识产权，满足未来各类移动客户端
APP 持续建设开发需求。同时，在新版
手机银行 APP 中实现用户行为、硬件指

纹等数据采集功能，为迭代优化客户体
验、丰富客户画像奠定数据基础。此外
还从产品功能、流程效率与风险控制等
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手机银行与永续贷
产品，
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
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方
面，中原银行也同步快速推进。单以人
工智能为例，中原银行在手机银行、智
能投顾、智能客服、柜面与自助设备等
系统深化应用生物识别（如：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指纹识别）、自然语言理解与
机器学习技术，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与
交互安全性。
“在采用机器学习技术、探索建设
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数据安全智能监测
预警系统上，
此项工作荣获银监会 2017
年度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课题四
类成果奖。
”
中原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面拥抱金融科技，对中原银行的
业务发展取得了极大促进，也令这家河
南省首家法人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
成效。
据了解，中原银行目前已基本形成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渠道零售客户
服务体系，尤其以移动端为主的手机银
行、中原钱包、直销银行等，取得长足发
展。
2017 年 6 月 ，中 原 银 行 直 销 银 行
APP 已经正式上线，成为中原银行金融
科技创新业务上的关键一环。直销银行
旨在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有
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打破传统银行“分
销”模式，让消费者得到更简单、更便捷
的金融服务。如今，中原银行通过直销
银行服务，突破地域限制，已将服务延伸
到省外客户。
由中原银行创新推出行业内住房
抵押个人贷款产品——“永续贷”，通过
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一键申
请、一天放款。该产品自 2016 年 11 月
下旬推出以来，为全省逾 2 万名客户提
供便捷、高效、一站式的信贷服务，有效
满足了客户消费升级和企业经营发展
需求。
传统银行模式下，银行挑选客户，大
部分人员及企业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体系
之外。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从最初就
把普惠金融放在重要地位的中原银行，
大大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
“线
上+线下”社区金融服务体系快速构建，
金融服务“下乡”成效斐然，目前中原银
行的网点已覆盖全省 87 个县，覆盖率接
近 80%；试点开设乡镇支行 10 家，还将
新增布设 27 家，并逐步在全省推广；已
在 1374 个行政村设立了惠农支付服务
点。
支付结算、大数据风控、
“ 电商+金
融”惠农服务模式，并与蚂蚁金服、中原
农险进行战略合作，都成为中原银行解
决偏远地区金服服务短板，提升普惠金
融服务质量的推进器。
金融科技的应用，同样有效提升了
中原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河南一
家制造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告诉记者，以
往经常要为集团公司和各分公司的资金
调配发愁，往往会出现一家分公司急需
资金周转向外部融资，而另一家分公司
账上却趴着闲置现金，各分公司在资金
使用上难以做到高效协作。如今，中原
银行新开发的集团现金管理系统，则解
决了他的难题。
“多种多样的母子公司资金归集下
拨方式，可以实现全渠道的实时归集和
下拨，这是一般银行做不到的。这极大
提升了企业内部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了融资成本。”说起科技金融的魅力，河
南多家企业财务负责人赞不绝口。
中原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
原银行将致力于打造科技银行、数据银
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更好地满足
用户需求，努力推进金融科技发展，提高
服务效率，增强客户体验，真正践行普惠
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