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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上云是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

基础架构现代化
• 有效利用资源
• 降低 IT成本
• 提升部署密度
• 简化运维

应用现代化
• 敏捷交付
• 小而美应用
• 弹性扩容
• 微服务治理

业务智能化
• 应用新技术赋能
• 区块链
• 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物联网

平台开放化
• 开放API
• Market Place
• 自服务生态平台

IaaS virtualization digitalize

microservice PaaS Containerize DevOps Serverless

RPA automated process

AI BlockChain IoT BigData

EcoCloud

Bank 4.0+Bank 4.0 业务转型之旅

移动优先
多渠道获客
互联网金融

智能营销
智能风控
智能投顾
数字货币

流程自动化
业务线上化
资源池化

Banking智能化Banking敏捷化Banking自动化

生态金融云
全场景金融
开放银行
数字银行

Banking生态化全场景数字体验弹性可靠

金融云技术转型之旅

1. 成本 2. 敏捷 3. 创新 4. 重塑



金融企业上云趋势与颠覆性IT价值

云计算让金融企业简化IT管理，聚焦与业务价值

降低风险 • 熔断降级限流等服务治理模式保证客户体验
• 灰度发布，蓝绿发布保证无间断服务

加速交付 • 云提供标准自动部署模式大幅降低平台部署时间
• 云提供DevOps流水线加速应用开发迭代

降低成本 • 云利用虚拟技术共享资源，极大提高利用率
• 公有云Pay-as-you-go模式降低IT投入

简化运维 • 安装部署运维自动化，屏蔽复杂度
• 平台运维由公有云厂商提供，企业无需关心

应用创新 • 快速连接丰富云服务新技术（AI/区块链/IoT）
• 微服务框架解耦依赖，快速演进

提升弹性
• 动态容器集群保证应用高可用
• 公有云跨地域中心天然具备容灾属性
• 云节点海量资源在洪峰压力时提供足够能力

未来1-3年是关键上云窗口期，抓住窗口期至关重要

41%金融机构预计在未来1-3年内完成75%应用上云

各类金融应用，从渠道到后台逐步全线迈向上云

颠覆者

领先者

跟随者

淘汰者



金融企业上云关键业务价值--让创新业务模式成为可能

1. 业务模式创新—云计算催生了
新的生态系统和合作方式，让
金融融入千行百业

2. 营收模式创新—云计算让新的
金融渠道和支付模式成为可能

3. 运营模式创新—云计算帮助金
融在企业在新价值链中保持竞
争优势

1. 合作关系 – 开放生态，深化
与各个合作方的关系，更好获
客活客粘客

2. 产品与服务--打造新型的用户
为中心，而非账户为中心的金
融产品与服务

3. 平台经济 – 建造一个新的数
字化平台底座，加速金融企业
转型

开放银行

金融生态云

创新 转型

银行即服务

数字银行

数字化生态-整合场景，
融入场景，自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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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上云的不同切入点

• 金融私有云以此类场景为主，需构建云平台

• 全面数字化转型驱动，难度高，影响大

• 上云路劲规划复杂

2.搬迁应用上云

• 公有云SaaS服务以此类场景为主

• 快速融入云能力，无需重复构建

• 只需调用集成云服务，上云路径相对简单，见效快，

1.接入云服务



金融上云最佳实践-金融价值场景

金融客户业务价值驱动力
渠道层
- 获客粘客：在疫情下如何构筑线上能力，提升获客能力，包括移动获客，智能营销，移动

支付等
- 开放银行（Open Banking）和银行即服务（Banking-as-a-Service）开拓全场景金融
洞察层：
- 风险控制：利用超算能力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洞察，加强风控能力,包括反欺诈，反洗钱
- 快速创新：接入应新技术（大数据、AI，Blockchain等），快速创新业务场景
核心层
- 敏捷弹性：提升业务弹性与韧性，应对不确定业务压力，加速服务交付时间，提升竞争力
- 技术换轨：通过云原生，微服务等先进架构保证技术先进性，迈上第二增长曲线

小程序 + 低代码 | 微服务化架构 | Open API|
一站式生活体验 | 数字化营销 | 直播银行

Super APP1.1

1.2
AI语音客服 | AI语音外呼
多渠道营销 | 人工座席

AICC（智能呼叫中心）

1.3
视讯会议 | OCR | RPA流程自动化
即时通讯 | 线上客户经理 | 知识管理

办公协同平台

实时反欺诈 | 信贷风控 | 贷后监测

智能风控使能

客户动态画像 | 产品画像 | 智能推荐

智能营销使能

TeraData替换 | EXA Data替换 | 自
动迁移校验工具

传统数湖仓云化

新数字银行 | 新互联网核心 | 开放银行

分布式核心

设备EOL|Vmware虚拟化|内部管理系统

应用现代化

查询交易类| 卡业务| 支付业务

大机下移

2.1

2.2

2.3

3.1

3.2

3.3

客户需求

银行云化转型路径，三层场景由浅入深

渠道层System of Engagement （SoE）

洞察层System of Insight （SoI）

核心层System of Transaction （SoT）

金融云场景诉求系统梳理，循序渐进制定上云路径

金融客户云化转型阶段
领先者（Cloud Native）

追随者（Cloud Enabled）

起步者（Cloud Hosted）

特点：
• 成熟的云开发与运维技能，全面采用微服务架构与敏捷交付模式与大数据AI
能力

• 按需使用混合多云平台，已达到最佳业务效果

采用云原生技术驱动业务敏捷创新

使用云服务（PaaS/SaaS）赋能业务应用
特点：
• 开始应用现代化与数据架构现代化进程，利用云服务替代传统中间件
• 采用SaaS服务快速赋能应用创新

特点：
• Lift-shift搬迁上云，开始积累云经验，但没有开始深入使用云能力
• 交付模式与开发流程还是传统模式

应用搬迁上云（IaaS），但还未进行现代化改造



金融应用上云路径最佳实践--6R策略

应用平迁Rehost 应用升级Replatform 应用改造Rearchitect 应用替换Replace 应用保留Retain应用下线Re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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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云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端到端的上云战略合作伙伴

金融客户在云转型过程中的五大难题

人才技术
架构师、开发、运维技术陈旧，

如何快速更新换代

方法

流程

上云与
数字化转型

组织

工具

人才
组织架构

康威定律，传统开发运维组织架构无
法适应全栈，微服务与云敏捷交付

工具平台
没有完善的工具体系来适配云转型

方法论
没有经过验证的方法论指导如何制

定上云战略与计划

流程管理
产品开发上线流程无法配合新的
DevSecOps等开发运维管理工具



华为致力成为金融上云的战略合作伙伴

云优化云管理云迁移云构建云规划

1.云转型咨询
量身打造者

2.云产品工具
技术领先者

3.云建设实施
最佳实践者

华为云，持续创新，值得信赖

新加坡新型数字银

行核心系统上云

巴西Top银行

智能呼叫中心上云
阿联酋Top银行支

付系统上云

阿联酋Top

银行应用上云

泰国Top 银行

数字银行核心系统

泰国Top银行PDPA

合规应用上云

中国Top银行
上混合多云

中国Top银行应

用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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