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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客户对数字化体验的需求
数字化时代极大地改变了金融公司与客户互动的方式。为了满
足日益增长的期望，金融机构必须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其中
包括移动和互联网接入、自动支付、更快的保险索赔处理以及
定制的产品和定价模型等功能。

这种数字化颠覆为能够快速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带来了业务增长
机会。金融公司正以多种方式应对这种动荡局面：47% 的公司
计划改善客户体验，33% 的公司计划推出新产品或服务，29% 
的公司计划拓展到新市场或地区。1 

数字化成功离不开现代技术
在数字化时代，混合云和容器技术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工
具。相应地，43% 的金融公司表示他们目前正在使用混合云，
46% 的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实施混合云。1到 2023 年，将近 
90% 的金融公司将使用混合云模型。1

尽管如此，您所选择的云和容器平台也会极大地影响 IT 和业
务运营的效率。通过正确地组合应用企业开源技术可以帮助
您克服这些挑战，使您成为所在行业的成功颠覆者。

借助红帽 OpenShift 推动您的业务
红帽® OpenShift® 是一个面向企业的 Kubernetes 容器平
台，可为您的混合云或多云环境提供灵活、可靠、注重安全
性的基础，并实现全栈式自动化操作。该平台经过优化，可
以提高开发人员的生产力并推动整个组织的创新。此外，红
帽 OpenShift 还为您提供了拥有各种经过验证和认证的解决
方案的大型生态系统，这些方案可以增强您的安全、运营和
管理能力。 

对金融服务机构而言，变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1 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为何金融服务公司需要开放的混合云才能在数字时代取得成功”，2020 年 10 月。

部署一个创新不受限的平台
借助对任何应用、团队或基础架构开放的混合云平台，实现您
的奇思妙想。红帽 OpenShift 为您的公司开启无限可能。强大
的功能让您能够随心构建，灵活使用，打破束缚。

 ► 久经考验 
与值得信赖的企业领导者一起成长。红帽 OpenShift 是一
个久经考验的平台，受到全球 2,000 多家企业创新者的信
任，包括德意志银行、AvivaSA、Paychex 和 加拿大皇家
银行。

 ► 准备就绪 
从现在开始，为未来做好准备。红帽 OpenShift 可跨各种
技术和应用工作，以在任何规模的基础架构（无论现场，
还是云中）上确保速度和一致性。

 ► 员工赋能 
自由快速地开发。红帽 OpenShift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所需
的工具、框架和语言，以更快、更有效地构建应用。

红帽 OpenShift 可为您的企业带来的益处有：

 ► 应用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熟悉的工具快速编码并交付应用，
而不会遇到障碍。

 ► IT 操作员可以使流程自动化，降低复杂性并更安全地操
作。

 ► 业务领导者可以当即部署平台以推动业务发展，并为未来
制定云战略。

红帽 OpenShift 还为金融服务行业的许多部门带来了特定优
势。该电子书讨论了红帽 OpenShift 可以为银行、保险、支
付、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行业带来的诸多益处，以及每个行业
的实际客户成功案例。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cloud-computing/openshift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ontainers/what-is-kubernetes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loud-computing/what-is-hybrid-cloud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loud-computing/what-is-multicloud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financial-services-open-hybrid-cloud-analyst-material
https://www.redhat.com/zh/success-stories/deutsche-ban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vivasa-customer-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success-stories/paychex-overview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royal-bank-canada-and-borealis-ai-announce-new-ai-private-cloud-platform-developed-red-hat-and-nvidia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royal-bank-canada-and-borealis-ai-announce-new-ai-private-cloud-platform-developed-red-hat-and-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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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金融服务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它们也面临
着多项挑战。客户期望跨多个渠道提供新的增强服务，但传统的开发和集成流程响应
迟缓，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法规要求不断变化，这使合规成为一项持续且耗时的工
作。另外，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差异化服务、留住现有客户和赢得新客户变得更加
困难。

银行必须对其基础架构和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革，以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效率。这些现
代化改革应解决服务上市时间以及基础架构和流程的可扩展性与弹性等问题。

行业概述

银行业

 2 德勤公司。“2021 年银行和资本市场展望：增强韧性，加速转型”，2020 年 12 月 3 日。

92%

的银行正在加速或计划在未来 
6-12 个月内加快其业务服务的
数字化转型。2

利用红帽 OpenShift 实现现代化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帮助您实现银行系统和流程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在数字化世界更具竞争力。 

提升服务弹性
 ► 一致地部署应用环境，以提高弹性和冗余度，同时
优化成本和开发人员工作量。

 ► 改进软件版本和更新控制，确保应用的可靠部署和
运行。

加快应用开发和部署
 ► 使用内置自动化和持续集成/持续部署 (CI/CD) 功
能，以加快应用程序生命周期和新特性开发。

 ► 利用微服务和应用编程接口 (API) 加速开发，以便
您更轻松地连接和重用代码。

提高运营效率
 ► 对每个物理服务器进行容器化并在其上运行更多应
用，以降低总体成本。

 ► 在一致的基础上，以相同的方式管理混合云和多云
环境中的 IT 资源。

打造引人入胜的数字化服务体验
 ► 在生产和大规模应用中轻松采用人工智能 (AI) 和机
器学习 (ML) 等新兴技术，以实现个性化服务并更
好地理解风险。

 ► 创建可移植、用户友好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按需分
配的服务。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助您： 

借助混合云加快创新 提高客户参与度 参与 API 经济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industry/financial-services/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outlooks/banking-industry-outl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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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银行业 

开发人员生产力提高了 
50%

通过抢先体验计划提高
了客户参与度

将应用开发时间从几周
缩短至 10 分钟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满足不断变
化的客户期望，Macquarie 的银行和
金融服务事业部 (BFS) 需要为其澳大
利亚零售客户实施数字化银行体验转
型。Macquarie 使用红帽 OpenShift 
迁移至基于云的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地支持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改进客户体验，BBVA 需要更新相应
的技术。该公司使用红帽 OpenShift 
构建了统一的全球云原生平台，该平
台以数据为中心实现了全面自动化和
自助服务。

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通过生产力的提升，
每年可节省 6,000 个
工作小时

将部署时间提高了 
98%，且无停机时间

ANZ Bank需要简化其应用开发和部署
流程，以满足客户服务平台的快速增
长。该银行在其组织内部的多个渠道
中部署了红帽 OpenShift，以构建自
动持续交付 (CD) 管道。

“红帽技术有助于推动 BBVA 
实现创新、加快流程转型，并
且让客户体验到数字化和自
动化程度更高、更加便捷且
高效的流程。”
Raquel Martín
BBVA 业务流程架构和人工智能技术部门全球主管

https://www.redhat.com/zh/success-stories/macquarie
https://www.redhat.com/zh/success-stories/macquarie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bbva-customer-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videos/anz-reduces-deployment-time-with-openshift-container-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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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速度、敏捷性和客户体验
保险公司必须对其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集成，以提高灵活
性、节省成本，并满足保险客户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事
实上，62% 的保险公司决策者认为，核心系统现代化计划是
其数字业务战略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3此外，79% 的决策者
表示，核心系统的表现使其公司在广阔的保险市场中脱颖而
出。3 

现代化的核心可以帮助您提供创新的在线服务，例如第一时
间损失通知 (FNOL) 的数字索赔报告、虚拟检查和基于 AI 
的损害评估。借助现代化应用，您还可以提高生产力、加快
开发速度、改进成本效率，同时增强客户体验。基于容器、
API 和云原生技术的现代核心架构还可以让您连接并集成第
三方服务和产品，以便在更大的保险和金融科技社区中展开
协作。 

行业概述

保险业

 3 Forrester，由红帽委托。“核心系统现代化：是时候制定新的路线图了”，2020 年 5 月。 

利用红帽 OpenShift 更轻松地实现现代化进程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帮助您更简单、高效地实现现代化进程。
红帽 OpenShift 提供了一个集成的应用平台，该平台拥有先
进的 DevOps 和云原生工具、跨基础架构的可移植性和可扩展
性，以及运行现有和新云原生保险应用的能力。

各种开发工具和自动化功能使开发人员可以在混合云基础架构
中，使用其喜欢的工具和当前技能，设计、部署和集成增值的
云原生保险应用。跨基础架构的应用可移植性简化了云迁移，
并允许您根据法规、公司和数据隐私要求放置应用。

您可以使用红帽 OpenShift 和其他红帽产品部署您当前需要的
服务，与现有的核心和合作伙伴系统集成，并根据需要进行扩
展。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使您可以更轻松地管理与容器化
应用一同使用的活动数据和旧数据。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
台加快了流程和开发管道的速度。此外，您还可以使用大型认
证技术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和开源互操作性计划，以自定义您的
安装。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助您： 

 ► 加速索赔处理

 ► 加强欺诈检测和预防

 ► 简化保单管理

 ► 完善核保体系

 ► 获得局势内情，做出更明智的风险决策

69%  数据迁移

62%  系统集成

57%  云迁移

46%  数据转换

在对保险核心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时面临的主要技术
挑战3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core-system-modernization-For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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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保险业

改进了客户、经纪人和利益相关者
体验

使保险客户群壮大了 14%

将交付新客户报价的时间从 20 分钟
减少到 2 分钟

借助红帽的支持完善了问题解决方案 

缩短了新应用的上市时间

将服务正常运行时间增加到 99.9% 以上

瑞士保险公司 Helvetia 在旧式现场硬件上运行面向客户的应
用时，遇到了可用性和性能方面的挑战。为获得灵活性，该
公司将其红帽应用环境扩展到一个新的公共云解决方案，该
解决方案基于运行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上的红帽 
OpenShift。

EMPLOYERS 需要彻底改革其技术系统，以与新兴金融科技
初创公司竞争，并为新市场的客户提供支持。该公司与红帽
咨询合作，建立了基于遗留技术的记录系统，并在其周围部
署了通过红帽 OpenShift 交付的更灵活且更容易更新的现代
化应用。

“红帽帮助我们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这在高度监管的行业中并非易
事，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帮助我们为客户提供了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
的解决方案。”
Jeff Shaw
EMPLOYERS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EMPLOYER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helvetia-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employers-modernizes-digital-transformation-red-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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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述

支付行业

调整您的支付基础架构以取得成功
支付处理为消费者和股份银行、支付网络和支付提供商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虽然如此，支付行业也在迅速变化，支付公司必
须实现其支付基础架构和流程的现代化，以便跟上市场趋势。

 ► 利润下降：在支付金额不断增加的同时，过时的技术和流
程也更显复杂，且维护成本高昂。

 ► 数字化颠覆：数字化技术以及对数字化服务日益增长的需
求，有助于竞争对手和新的市场进入者打破传统的支付价
值链。

 ► 新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20022 和支付服务指令 
(PSD) 2 等新标准改变了金融机构交换数据的方式，既带
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 实时处理：实时支付清算和结算正在成为全球的新规范。

 ► 日益增长的威胁：金融犯罪和合规是支付组织需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如有不慎将可能导致重大处罚和费用。

利用红帽 OpenShift 实现支付现代化 
红帽 OpenShift 提供了实现支付基础架构、流程和服务现代
化所需的效率、适应性和连接性。

 ► 创建新的实时支付网络

 ► 更轻松地发现金融犯罪

 ► 加快新支付服务的交付

 ► 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弹性

现代化的基础架构
红帽 OpenShift 通过使用可操作的工具，使您可
以更轻松地跨任何云管理支付服务，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并更容易地适应变化。

实时支付支持
通过与红帽集成相结合，红帽 OpenShift 为事件
流处理提供了一个紧密且高效的云平台，并可为
要求最苛刻的业务服务提供支持。

连接性与集成
红帽 OpenShift 可与红帽集成无缝协作，以提供
内置应用服务，从而使用开放式 API 简化事件驱
动微服务的采用。

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红帽 OpenShift 已通过大型第三方产品和服务生
态系统的认证，其中许多产品和服务可直接通过
红帽市场进行部署。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助您： 

https://www.redhat.com/zh/products/integration
https://marketplace.redh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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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支付行业

预计 5 年的总拥有成本可节省 47% 

为新服务部署基础架构所需的时间
缩短 53%

扩大规模以支持超过 10 倍的更高
处理量

消除了计划停机时间，提高了可用性

通过简化管理和 DevOps，提高了
运营效率

实现从 1200 万到 6000 万笔交易的
支付处理能力扩展

金融服务公司 SIA 搭建了意大利的国家支付平台。当其平台面
临不断增长的交易量和短期需求高峰时，SIA 决定构建一个基
于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和开源技术的新解决方案。

韩国支付卡公司 Lotte Card 力求实现其信用卡和支付服务的
现代化，以便通过更快地发布新功能和服务，更好地应对市场
和客户需求的快速变化。借助红帽灵活的云平台，Lotte Card 
可以创建并交付满足其持卡人需要的数字化服务。

“借助 OpenShift 容器平台，我们具备了适合交付支付平台并不断改善
服务的技术。在意大利，没有其他解决方案提供商能够具备与我们相同
的能力。”
Stefano Menotti
SIA 数字和数据驱动解决方案主管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ia-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lotte-card-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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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服务的其他领域一样，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公司同样面
临着客户偏好、监管要求和竞争局势快速变化的挑战。资本市
场公司必须更加灵活、提高效率并加快新服务的开发，以应对
当前的市场趋势。

 ► 费用压缩：零佣金和被动投资减少了传统的收入来源。

 ► 数字化客户体验：客户希望其金融服务公司能够提供与热
门科技公司同样的数字化体验。

 ► 新竞争形势：行业现有企业、金融科技公司和新的市场进
入者都在利用新技术加快创新，从而加剧了竞争。

 ► 监管变化：随着监管机构对与资本、隐私、技术和社会变
迁相关的感知风险做出反应，监管格局迅速演变。

IT 现代化可以帮助您实现变革，让您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更具
竞争力。即便如此，实施现代化的基础架构和应用仍具有挑战
性。复杂的遗留流程会阻碍可见性，导致延迟，加剧风险并增
加成本。较慢的工具和环境交付速度降低了开发人员的工作效
率，延迟了新服务和算法的发布。而跨现场和云环境管理现有
应用和新应用则可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

行业概述

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行业

借助红帽 OpenShift 更快地响应变化 
红帽 OpenShift 提供了一种协调的容器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
快速且有效地响应市场、监管和客户的变化。 

快速开发
 ► 构建自动化的开发和测试管道，以创建应用
并更新交易算法。

 ► 在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中使用一致的 API 和数
据交换进行协作。

新兴技术
 ► 收集和分析边缘数据以提供更快的洞察力。

 ► 将 AI 和 ML 内置到应用中，为“低接触”
客户提供服务。

注重安全性的设计
 ► 利用容器、访问权限和放置控件隔离并保护工
作负载与数据。

 ► 在开发和部署管道中利用控制检验以提高应用
的安全性。

高性能
 ► 通过图形处理单元 (GPU) 为基础架构内的配
置提供支持并实现自动化，以优化工作负载
性能

 ► 使用云资源动态扩展计算密集型应用，如风
险分析。

红帽 OpenShift 可以助您： 

 ► 为客户提供新服务

 ► 更有效地管理风险

 ► 保护您的企业声誉

 ► 将应用迁移到云

 ► 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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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行业

将开发人员资源的交付时间从 2-3 周
缩短到 2-3 天

增加部署数量并缩短上市时间

通过 DevOps 实现跨职能协作 

加快新应用的交付

减少客户来电

完善交易执行和智能分析

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及其 AI 研究机构 Borealis AI 希望建立 
AI 基础架构，以加快智能应用的上市时间，并为客户提供增
强的体验。该公司将红帽 OpenShift 与 NVIDIA 的 DGX AI 计
算系统一起部署，以创建新的私有云基础架构。

瑞士金融服务公司 SIX Group 希望对其 IT 基础架构进行现
代化、整合和标准化改造，以更快地将创新产品推向市场，
并为客户和企业创造更多价值。SIX 部署了红帽企业 Linux® 
作为主要操作系统，并采用了由红帽 OpenShift 提供支持的 
DevOps 策略。

“我们部署的红帽解决方案是实现基础架构现代化和实施 DevOps 战略
的关键，这将决定我们的数字化未来。”
David Brupbacher
SIX Group 全球 IT 运营主管

加拿大皇家银行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royal-bank-canada-and-borealis-ai-announce-new-ai-private-cloud-platform-developed-red-hat-and-nvidia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six-selects-red-hat-help-modernise-its-it-infrastructure-and-innovate-faster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enterprise-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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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金融服务机构都必须适应数字化颠覆下的新局势。红帽 OpenShift 为您提供了
在数字化时代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灵活性、弹性和效率。

了解红帽 OpenShift 与 Kubenetes 之间的区别： 
openshift.com/k8sebook 

探索面向金融服务的红帽解决方案： 
redhat.com/zh/solutions/financial-services

了解有关红帽 OpenShift 的更多信息： 
openshift.com 

http://www.openshift.com/k8s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solutions/financial-services
https://www.opensh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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