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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智慧银行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互

联网+智慧银行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智慧银行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智

慧银行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智慧银行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智慧银行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智慧银行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

智慧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智慧银行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成为银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银行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

度越来越高。银行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将不断增加，未来银行业将不仅仅简单地把信息技术作

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是通过信息技术改变或创造新的银行业务模式、业务流程

。因此，银行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将持续增长。

     银行业本身具有IT属性，信息技术之于银行业如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或缺。随着银行业对

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银行业将通过信息技术改变或创造新的银行业务模式、

业务流程。因此，银行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将持续增长。

     2012年中国银行业整体IT投资规模仅669.60亿元，2017年中国银行业整体IT投资规模突破千

亿，达到1014.04亿元，2018年达到了1116.8亿元，2020年投资规模将达到1351.30亿元。

     从2018年中国银行业IT投资在各类IT产品的分布情况来看，硬件方面的投资占到投资总量

的48.80%，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软件和服务方面的投资占银行业IT投资总量的40.30%和10.90%

，均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中国银行业整体IT投资规模中硬件投资正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中国银行业IT投资方向越来越关注风险控制，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强调在金融稳定基础上

的创新，杜绝监管套利与不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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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532家，目前，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日益丰

富，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小银行市场份额占比进一步上升。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信息化建设在过去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各

商业银行基本完成了数据全国大集中工程，建设并完成了新一代业务处理系统。银行改革与

创新的步伐持续加快，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银行业的信息安全

工作不断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银行业信息化发

展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

 银行业信息化发展趋势                           信息技术与银行业务融合更为紧密             信息技术通过银

行业务途径的渗透经历了支持金融业务与运作金融业务两个重要阶段，未来一段时期，信息

技术与银行业务的融合将更为紧密，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技术加业务，而是融合后的一种质

变，它是银行业通过信息技术整合传统优势，来实现服务和产品的升级。信息技术的应用将

在银行金融创新与流程再造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总之，信息技术的运用将贯穿银行创新

和流程再造的始终。                               银行网络化的发展方向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

的发展，电子银行已成为信息化时代银行发展的重要趋势。电子银行利用现代技术对传统银

行进行扬弃，整合了银行的资源和服务渠道，从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银行的服务平台，降低

银行服务费率，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和特点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更有助于提高银行的服务效

率和客户满意度。                               加强IT治理，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未来几年，银行业

要建立起适应数据大集中技术环境和银行组织变革要求的信息组织体系，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努力构建面向业务、服务导向、分工合理、协作紧密、运作高效的专业信息化组织架构。   

                           建立&ldquo;以客户为中心&rdquo;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渠道体系             提高银行服

务水平。大力加强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实现由&ldquo;产品为中



心&rdquo;向以&ldquo;客户为中心&rdquo;的转变。加快渠道整合步伐，实现产品&ldquo;一次

开发，多渠道部署&rdquo;，以降低开发及部署成本、加快产品投产速度、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强市场竞争力。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银行业的渗透正在加速。从20世纪末我国出现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到许多第三方公司进入银行传统支付、借贷等业务，再到近成立的纯线上

银行，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互联网对银行的改造正加速进行。

         在硬件上，我国已掌握大部分机具相关的技术，机具的国产化替代从技术上实现已成为

可能。在软件和服务上，国内银行软件厂商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除在本土化以及价格

具有优势，在很多技术方面也具有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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