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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
势，借势赋能高质量发展，广发银行
上海分行正在全力冲刺 “科技兴
行”战略。
今年以来，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机制改革，
建立与银行业发展新形势相匹配的
金融科技架构；另一方面，融合最新
前沿技术，着力打造内促管理、外促
业务的“申海”系列产品，赋能高质
量发展。

力推金融科技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先行。
就在近日，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将其内部信息科技部升级为“信息
科技中心”，并增设“融合创新团
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团队”等
团队。架构调整后，该行信息科技中
心将新增金融科技融合创新、前沿技
术应用、分行自研产品体系规划及落
地等职能。新成立的团队具体工作则
包括：构建业务流程与模型、市场调
研和需求分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的跟踪与应用等。
“此次升级及架构调整，是分

行积极适应金融科技发展态势的重
要举措。”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翁宏杰表示，“科技是创新战略的
核心引领力量，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将大力发展科技兴行战略，加速科
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借势动能”。
广发银行总行此前制定了《广

发银行“科技国寿”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明确综合化、智能化、生态
化的“数字广发”建设目标，近两年
更是明确将科技赋能和保银协同作
为“两大发展动能”。上海分行作为
北上广深重要分行之一，自然是执
行科技赋能战略的主力。
事实上，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过

去一年明显加速了信息科技部门的
升级，充实信息科技人员力量，加速
相关内部系统建设。数据显示，
2020 年，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加大项
目研发力度，收集需求 224 个，较
2019 年增加 505%；已投产系统项
目共计 166 个，较 2019 年增加
349%；研发了对公客群系统、智能
风控系统、“投融资 +”系统，助力
经营业务开展。

据介绍，有了新的架构机制做
保障，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今年计划
持续深化名为“申海”的金融科技
产品体系，以科技赋能管理和业务
发展，同时计划加快数字化转型，综
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前沿科技，打造系列大数据产品，持
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具体业务发
展方向上，零售业务注重广泛对接
场景开发建设生态圈，对公业务则
聚焦“医、食、住、行”，配套“慧系
列”、“池系列”等差异化产品，强
化“智慧城市”服务优势，以科技赋
能经营。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信息科技中
心目前正在重点打造“申海”系列
产品。“申”为上海简称，代表上海
分行，“海”形容基于海量大数据的

新一代数字化平台。“申海”又谐音
“深海”，意味着金融科技像深海意
义，有丰富的可能性和资源，赋能管
理和业务。
以去年 12 月至今上海分行持

续优化和深化“申海”系列产品对
内管理功能部分为例：“磐石”公司
板块系统内的对公营收系统，能直
观进行营收趋势预测等；“疾风”风
控板块系统内的智慧风控平台，可
实时查询信贷资产多维度的业务模
型及数据；“朗月”资源管理板块系
统里的人力在线测评系统, 让测评
过程线上化透明化，使考核结果更
加公平合规；“水滴”办公管理系统
板块里的沪上广议系统，促成各单
位疑难问题报送、处理及反馈全过
程的透明化监督管理。另外，相关监
管部门数据报送系统等均已成为广
发银行上海分行内部优化管理，推
动业务发展的科技赋能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疾风”智能风

控平台在系统解决业务部门自动统
计数据，提升整体效率的同时，实现
了数据的积累，再结合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能对相关风控数据进
行多维度的分析展示和信贷风险的
前瞻预测，“有了新系统，我们行的
风控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
了数字化工具的帮助，现在感觉比
以前更踏实了”，系统建设至今，相
关部门同事反馈良好，后续系统也
将持续迭代，打造出广发银行上海
分行智能风控的分析中心、监控中
心、应用中心三大体系，切实体现科

技赋能作用。
科技不仅仅要赋能管理，更要

在赋能管理的同时赋能业务。
“投融资 +”系统就是广发银

行上海分行又一系统亮点。广发银
行作为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为
更好地贯彻落实集团保银协同战略
部署，充分发挥广发银行保银协同
特色优势，专门开发了“投融资 +”
系统，系统依托相关研发平台，可实
现保银项目的双向推荐，并通过系
统直接推动相关业务的线上化高效
对接，深度整合各类金融产品和服
务，为客户提供银行、保险领域全方
位综合金融服务，打造“投 - 保 -
银”生态圈。
当前是银行业金融科技快速发

展的时代，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将不
断强化金融科技理念，持续加大科
技资源的投入，结合广发银行发展
特色优势，实现业务创新、服务创
新，并借力新趋势，为客户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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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房地产贷款超标已成
事实。近日，记者统计 14家已发布
2020 年年报的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的数据发现，建设银行、邮储银行、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的
房地产贷款占比或个人住房贷款占
比超标，其中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
更是“双脚踩线”，这无疑给整个房
市带来了又一重紧张气氛。不过业
内人士对此指出，“过线”银行只要
在 2 到 4 年的过渡期内调整到位
即可，压力可控，而部分银行虽然可
能因此压降房贷额度和发放速度，
但对于刚需住房贷款者来说影响不
大。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
知》（后称），给不同档位的银行房
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占比上限设置了区别
性的“两条红线”。根据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管理新规，银行业金融机
构被分为 5 档，其中，第一档为中
资大型银行，包括 6 家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第二档为中资中型银行，
包括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等，而中资大型银行（第一档）、中

资中型银行（第二档）的房地产贷
款占比上限分别为 40%、27.5%；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
32.5%、20%。
通过梳理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已

发布的 2020 年年报记者发现，第
一梯队的 6 家国有大行的房地产
贷款占比均未过线，但建设银行和
中国银行占比均超 39%，直逼 40%
的红线。而在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占
比超过规定的 32.5%的有建设银行
和邮储银行，其中建设银行个人住
房贷款 5.83 万亿元，占比 34.73%；
邮储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1.92 万亿

元，占比为 34%。
再来看第二梯队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已发布年报的 8 家银行
中，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已经“双
脚踩线”，过线幅度还不小：招商银
行的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
占比分别为 33.12%和 25.35%，兴
业银行为 34.56%和 26.55%，均超
管理规定的 27.5%和 20%两道红
线。
银行从业人员分析指出，部分

银行房贷超标，一是因为房地产市
场热度居高不下，再来也是因为对
银行而言，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

贷款的不良率在整个贷款业务中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属于优质资
产，因此加大房贷投放也就不足为
奇。
既然是双方共赢，那为何又要

划下这两道监管红线呢？业内人士
表示，之所以划线，一方面是为了收
紧管控，避免房市泡沫，另一方面也
是担心房地产市场过多挤占银行的
贷款资源，蛋糕就这么大，房市分去
了大部分，必将影响到其他实体领
域的融资发展。

为了压降房市热度，坚持“房
住不炒”的原则，今年开年以来不
仅地方楼市频出组合拳，中央也连
发新政持续收紧房市管控。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

开全国 24 家主要银行信贷结构优
化调整座谈会，强调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
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
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
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
力度。
紧接着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等

关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止经营
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
知》，加强借款人资质核查、加强信
贷需求审核、加强贷款期限管理、加
强贷款抵押物管理等方面，督促银

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审慎合规
经营，严防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
房地产领域。
有专家称，中央的一系列动作

都表明，2021 年房地产市场是监管
重点，这也就意味房贷占比超标的
银行必然面临整改，在过渡期内，银
行将从房地产贷款存量和增量两方
面进行控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
务或将进一步压缩。
不过，根据监管要求，银行房贷

占比超出 2 个百分点以内的，有两
年业务调整过渡期；超出 2 个百分
点及以上的，业务调整过渡期长达
4年，因此这个“过渡”总体还是趋
向平缓和稳定，各家银行对过渡期
内整改达标也都信心十足。
而建设银行副行长更是给刚需

群体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表示，建行
将对房开贷继续实施从严的名单制
管理，专注于为一二线城市的优质
客户提供支持，开展项目合规审查，
严格把关贷款的投向和项目用途，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优先支持刚需
群体，满足人民群众合理的一般住
房需求和住房改善的需求。
虽然部分银行压缩房贷额度、

提高审核门槛更多是牵制炒房客的
动作，对刚需住房贷款影响较小，但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最好还是选择
额度宽松的银行办理房贷，一是相
对更容易申请下来，再就是房贷发
放速度也会相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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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房贷占比“过线”
监管升级抑制房市泡沫 刚需群体影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