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

以“金融+科技” 打造智慧银行生态体系

□

本报记者 张德斌

近日，各家商业银行陆续发布了2019年年

报。 中国工商银行年报显示，工行2019年各项

经营指标都实现了较大幅度提升，持续在业内

处于领先水平，这些业绩与工行持续加大金融

科技建设、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密不可分，也反

映出工行同业领先的科技实力与底蕴。 日前，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就2019年工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取得的成

效、疫情期间金融科技支持复工复产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智慧银行建设迈入新阶段

中国证券报：2019年工行在金融科技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

谷澍： 工商银行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金

融科技建设， 姜建清董事长提出工行要实现

从银行信息化向信息化银行转型的发展思

路， 易会满董事长提出要打造ECOS系统和

e-ICBC3.0、 全面实施智慧银行生态系统建

设。 陈四清董事长对金融科技高度重视，提出

在当前形势下，要以“科技引领、创新赋能”

为发展理念， 倾力打造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数字工行” 。 金融科技始终被视为工行的

核心竞争力和改革创新的驱动力。 2019年，工

行分别从战略规划、组织变革、生态重塑、技

术创新等多端发力， 进一步促进科技与金融

深度融合。

首先是强化顶层设计， 制定金融科技发

展规划。 去年，在人民银行金融科技规划引领

下， 工行结合自身发展要求和内外部形势变

化，制定了未来五年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着眼

于推进集团转型发展要求，以“金融+科技”

打造智慧银行生态体系， 纵深推进金融科技

创新发展。

其次是实施组织机制改革，形成金融科技

新格局。 近两年工行大力推进科技组织架构和

机制变革， 在前期组建金融科技部的基础上，

去年设立了工银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金融科

技研究院以及设立5G、区块链等多个实验室，

并在成都、 西安新设了软件开发中心研发部，

构建了“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 的

金融科技新布局。 目前，工行建立了一支超过

3.48万人的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在绝对

人数及相对占比方面均居同业第一。

再就是重磅发布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

1.0。 这是工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工

程，目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例如，

构建了“主机+开放平台”双核心IT架构，打造

了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领先的

金融科技平台，推出了手机银行5.0、工银e企

付等多款智慧产品， 构建了以API和金融云双

轮驱动的开放融合的跨界生态等，显著提升了

工行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客户体验，也标志着工

行智慧银行建设迈入新阶段。

“春润行动”助力企业战“疫”

中国证券报：一季度疫情期间，工行如何

利用金融科技服务企业融资需求、推动企业尽

快复工复产？ 取得了哪些成绩？

谷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工行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人民银

行等部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30条措施要求，积

极利用金融科技创新融资产品， 打通融资渠

道，输出跨界服务。

一是提供更快捷的企业融资服务。 为全力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工行全面实施 “春润行

动” ，截至一季度末，已向重点领域企业提供全

口径融资支持4641亿元， 其中信贷支持3334

亿元。 在此过程中，工行优化线上融资产品准

入模型与办理流程， 提高信贷审批与放款效

率；推出线上信用贷款产品“用工贷” ，着力帮

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难题；支持线上薪酬服

务模式，以“工银e钱包” 为载体，实现线下零

接触、在线秒开户、线上秒发薪，有效解决特殊

时期企业办卡发薪困难。

二是跨界对接企业疫情防控需求。作为国

内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供应商” ，疫情期间，

工行依托自主构建的开放融合跨界生态，采用

了云计算、分布式等新技术和生态化的部署模

式，先后推出应急物资管理系统、人员健康信

息登记管理系统，免费提供给各级疫情防控指

挥部、卫健委及医疗机构等防疫重点单位和企

业社区使用。目前，相关系统已覆盖23个省份，

累计服务企业2.6万余家。

三是助力企业风险防控。 疫情发生以来，

工行积极发挥银行首款风险信息服务平

台———“工银融安e信” 线上服务优势，借助先

进的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 推出7×24小时在

线查询客户风险信息， 实现远程尽职调查，全

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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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安装一台风机 中广核展现“硬核” 力量

□

本报记者 齐金钊

3000余人在大亚湾核电站日夜奋战，仅

用30天便完成了岭澳核电3号机组的大修，

创造了同类型核电机组的最短工期纪录；40

余艘船只穿梭海面，500余人有序施工， 以5

天安装一台风机的速度推进岱山海上风电

项目……作为一家提供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

的央企，中国广核集团（简称“中广核” ）在复

工复产中展现“硬核” 力量。

多个风电项目开工

“计划10月底前完成所有54台风机的安

装。 ” 中广核岱山风电项目负责人顾朝红介

绍，岱山海上风电项目部以防疫和安全为首要

工作，对各施工面进行精密的防疫管控和安全

排查。 在册参建人员共609人，大小船只共42

艘， 生活区分布在岱山本岛和鱼山岛共计4

处，已有524人完成隔离进入施工现场，到岗

率超过91%。

除上述海上风电项目外，4月以来，中广核

内蒙古兴安盟300万千瓦革命老区风电扶贫

项目一期工程、 中广核阳江南鹏岛风电项目、

中广核广西兴业龙安风电场一期工程等多个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中广核湖北区域19个在

运的风、光场站已实现100%复工率。

核电机组完成大修

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岭澳核电3号机组

刚刚完成第9次大修。 此次核电机组大修是中

广核2020年首个大修项目，受疫情影响，此次

大修堪称大亚湾核电基地建厂以来形势最严

峻的一次。“历时30.63天，实现了安全质量零

指标事件，上行和下行工期均创造了同类型核

电机组的最短工期。 ” 中广核核电运营公司总

经理秦余新说，一方面，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

40多家承包商、3000余名参修人员的疫情防

控压力；另一方面，要确保大修保质保量按期

完成。

在此次大修项目中， 中广核核电运营公

司和大修指挥部打出“人防+技防” 组合拳。

在“人防” 方面，建立参修人员入场“白名

单” ；在“技防” 方面，借助大修现场的4G网

络，通过远程办公、视频电话等方式开展大修

准备工作， 进一步优化管理方式与重大项目

作业方式。

积极输出“黑科技”

中广核全国6大核电基地春节及疫情期间

一直按计划保持运行状态， 在鄂19个在运风

电、光伏发电厂全力确保电力供应。 1月24日

至4月1日0时，中广核新能源在鄂场站累计上

网电量3.9亿千瓦时， 为湖北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了电力基础保障。

除对内积极保障电力供应外，中广核还积

极对外输出抗疫“黑科技” 。

日前，湖北十堰西苑医院医疗废水处理项

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中广核旗下的中广

核技为该医院提供了电子束辐照技术。

中广核技党委书记、总经理胡冬明表示，

中广核技十堰西苑医院医疗废水处理项目计

划5月投产运行， 日处理污水量最高达400

吨，能解决当前西苑医院约200吨废水（含医

疗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日处理需求，可有效

灭杀医疗废水中的有害细菌和病毒， 阻击病

毒通过废水排放向环境传播， 并将在我国电

子束辐照技术处理医疗废水废物领域发挥标

杆示范作用。

央行：小微贷款规模和覆盖面将持续较快增长

通过定向降准等措施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彭扬

央行网站16日消息，央行表示，将通过定

向降准、再贷款等政策措施，继续引导信贷资

金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预计

小微贷款的规模和覆盖面将持续较快增长。

一季度是实体经济受疫情影响的承压期。

央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灵活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大幅

增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明

显加大。 一季度，各项贷款增加7.1万亿元，是

季度最高水平。在信贷供给总量增长明显的同

时，信贷结构优化，信贷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增强。

一是抗疫和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得到有

力贷款支持； 二是较多中长期贷款流向制造

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等领域；三是小微贷款

规模和覆盖面快速恢复了向上增长的趋势，预

计小微企业受益将持续加大。

具体看，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贷款增速大幅

上升。 3月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业贷款余额6171

亿元，增速为17.1%，比上年同期高7.2个百分点，

信贷全力支持社会抗疫。 一季度，卫生和社会工

作业贷款新增624亿元，同比多增286亿元。

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是2011年4

月以来新高，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继续较

快增长。 3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4.15万

亿元，同比增长16.7%，增速是2011年4月以来

新高。 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8402亿元，同比增长39.2%。 一季度，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新增2695亿元，同比多增956亿元。

另外，普惠小微贷款恢复向上增长趋势。

3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同比

增长23.6%， 不仅扭转了1、2月份增速环比下

降的状况， 而且增速比上年同期高4.5个百分

点；（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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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行量将创新高

政金债助力逆周期调节

2月下旬以来，政策性银行债（简称“政

金债” ）周度发行规模持续保持在1000亿元

以上，为历史罕见。 数据显示，本周政金债发

行规模料突破1200亿元， 有望创下历史新

高。 分析人士认为，为应对疫情影响，政金债

发行规模大增， 而当前低利率环境也为政金

债的发行提供了较好条件。 未来随着积极财

政政策力度加大，政金债可能还会继续放量，

助力逆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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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港1至3月份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0.38%

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获悉，今年

1

至

3

月份，唐山港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7117

万吨，同比增长

0.38％

。 图为

4

月

16

日，一

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载货物。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