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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洞察实现
“智慧”监管

主要业务问题

B公司作为国内重要的金融机构，已建立诸多信息系统并拥有丰富的
数据，但是，孤立分散、不准确、不一致的数据难以有效地支持其业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零散在不同的业务

务的发展，进而达到监管的需求。B公司决意冲破这道数据的“封锁

部门，业务功能在业务部门之间相互

线”，借助IBM的咨询服务，B公司建立了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信

分割，许多功能在不同部门中存在重

息共享和数据一致性，以寻求更加“智慧”的监管途径。

复，无法共享；
存在多个统计系统、统计口径及重复
报表，且不同统计系统都仅包含部分
数据，缺少统一的完整的数据视图；

信息洞察实现“智慧”监管
B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金融机构之一，主要提供银行间
交易系统及银行间市场清算、信息、风险管理和监管等服务。

统计系统功能简单，缺乏灵活的分析

信息是B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根据业务需要，B公司需要从各

和预警；

种应用程序、数据库、内容存储库以及基于纸张的系统整合信息，

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性，对于未来整体

并将信息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它银行。遗憾的是，B公司

BI系统的定位和发展缺乏缺乏规划；

多年积累的日益庞大的数据并没有被解读为有价值的信息，难以有

需求的整理缺乏可操作的方法进行梳
理和规划，部分需求难以满足(如不能

效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并导致监管困难。

满足准实时报表)，部分需求则重复分

2007年以前，B公司的数据状态是：1)数据孤立、分散。B公司的统
计分析业务模块按业务部门设立，条块分割，而且同一主题不同视

布在不同的系统模块或者系统中。

角和深度的数据，同时散落在不同的业务部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数据却难以共享。业务人员需要从不同的系统(甚至手工文件)中获
得所需要的数据，他们普遍抱怨现有系统使用不便，效率低下。2)
数据不准确、不一致。孤立分散的数据使不同部门因业务理解和技
术原因出现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结果不一致。统计结果的不一致性
影响用户对统计结果的信任度，并且，每个报表周期都要花费比较
大的人工去找出差异并进行分析，影响决策的效率，更无法实现有
效的监管。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信息洞察实现“智慧”监管

2

冲破孤岛 “封锁”
IBM解决方案与实施方法

为了尽快冲破数据孤岛的“封锁”，B 公司开始寻求一种优化企

建立整合的统一数据平台，形成单一

业信息、提高数据分析能力的方法。IBM公司的业务分析与优化

对外口径，从源头上解决统计结果的
不一致性问题；

(BAO)理念以及丰富的数据仓库项目规划与实施经验赢得了B公司
决策层的一致青睐。2007年7月，B公司与IBM签订了中央数据仓

增加了准实时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

库规划服务的合作项目，IBM组成了强大的顾问团队，包括本地专

及时地向监管层、领导和业务部门提

家和IBM中国实验室科学家，还邀请了曾在美国、德国同类公司有

供准确的市场信息；

过实施经验的顾问。

将文本等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纳入中央
数据仓库范围，便于对发行公告、重
大事项披露、场务交流等信息的统一

以分析应用为导向的跨部门的需求分析和规划是整个BAO项目最
重要也是历时最长的阶段。IBM专家采用组件化业务模型(CBM-

管理和查询；

Component Business Model)方法论来分析B公司的信息业务，从
业务模块组件的角度考量并整合零散和重复的业务功能，赋予每一

提供了多样化的统计结果展示和使用

业务模块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名称，以打破部门的条块分割，按业务

方法，方便业务用户的访问。

功能重新归口，最终得到完整的业务功能视图。

项目收益
采用业务组件化的方法，建立了业务
分析蓝图，为将来的分析业务发展提
供方向；
建立全方位的金融市场数据源，实现为

在需求分析阶段，IBM顾问为B公司确立了中央数据仓库的业务需
求框架，该框架由4大业务关注领域、15大类业务主题、54项业务
主题以及126项业务分析子主题构成。双方确定了项目的总体业务
目标是：整合各类数据源，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
数据一致性；实现面向主题，多层次的统计分析；实现数据增值，
为信息产业化目标服务。

公司内部和央行货币政策服务的功能；
中央数据仓库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数据
统一加工，为实现信息产业化的目标
奠定基础。

之后，IBM专家以全球金融行业先进的数据建模经验为基础，结合
现有系统数据结构和新一代交易系统的需求为B公司搭建数据仓库
逻辑数据模型。 与传统数据仓库有很大不同，B公司数据仓库的架
构设计不但要考虑到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满足多种应用类型的
实时数据整合外，还要充分考虑B公司发展的前瞻性和可扩展性。

IBM顾问建议采取多种数据接口方式，以保证大数据量的批量加载
和实时数据的快速加载。这样数据仓库的原始数据既可以通过数据
接口快速导入到系统，其数据分析和数据增值成果也可以通过数据
接口快速传送到数据发布系统，然后发布给外部用户，从而作为B
公司信息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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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央数据仓库平台
为什么选择IBM

在对B公司进行系统“体检”后，B公司依据IBM专家的建议，定义项

我们具有丰富的数据仓库项目规划与

目总体业务目标，统一规划，分两步实施，建设中央数据仓库平台。

实施经验；
我们具备丰富的金融行业经验；
我们规划的结果是开放性的；

第一步，整合各类数据源，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确保信息共享和
数据一致性，形成单一对外口径，从源头上解决统计结果的不一致
性问题。增加准实时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及时提供人行、总局等

我们强调业务需求的远见性；

监管单位所需的报表，提供业务部门准确的市场信息，并满足内部

我们强调整体架构的灵活性，可扩展

业务部门以结构化查询语言(SQL)方式进行查询。

性和前瞻性。

第二步，实现面向主题，多层次的统计分析。中央数据仓库平台将
文本等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纳入中央数据仓库范围，便于对发行公
告、重大事项披露、场务交流等信息的统一管理和查询。新平台整
合了B公司内部的需求，建立可供各个部门的业务人员灵活查询使
用的业务用户界面，提供了多样化的统计结果展示和使用方法，方
便业务用户的访问。

IBM 专家指出，B公司规划与实施中央数据仓库平台要遵循五大
业务趋势，即整合现有业务功能模块；新老业务结合；创新应用发
展；体现业务的独特性；开放的业务和技术平台。此外，IBM还为

B公司精心设计了未来的数据仓库管理组织架构，帮助B公司不懈
努力，稳步前进，实现持续发展。
B公司信息建设的未来图景是，以数据仓库为数据基础，通过数据
挖掘和人工智能向市场提供信息增值服务，最终成为中国权威性的
金融界信息服务机构。

实现“智慧”监管
2009年年中，在IBM专家的帮助下，B公司的中央数据仓库平台配
合着新一代核心系统的上线，开始为改善其核心业务流程、提高行
业监管水平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中央数据仓库平台已经成为B公司
管理人员和各级业务人员日常经营和分析决策不可或缺的工具，并
带给管理层和业务人员两大效益：

1，数据整合，信息共享。借助跨越各个业务应用系统的中央数据仓
库平台，B公司内部实现信息共享，信息统计的及时性和便利性大
大提高。中央数据仓库平台增加了实时或准实时的统计分析功能，
建立了专门针对本外币做市商的统计分析模块，并计划逐渐将文本
等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纳入中央数据仓库范围，业务人员今后发行公
告、重大事项披露、场务交流等信息可以方便的统一管理和查询。

2，数据准确，主动监管。基于中央数据仓库平台，B公司对外信息
发布准确、一致，B公司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大大增加。中央数据
仓库平台建立并整合了全方位的金融市场数据源，增强了B公司预
测和识别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对公司内部和对央行服务的准确性。

IBM，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首选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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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cycle

IBM与我们的客户携手 – 将业务洞察力、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结
合在一起，为客户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提供独特的优势。通过
我们整合的业务设计与执行理念，我们帮助将战略转变为行动。此
外，借助我们在17个行业中的专业知识和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
全球能力，我们可帮助客户预测变化，并从新的商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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