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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民企力量 助力“三个全域” ——余杭基层商会专辑

产业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助推器
——星桥商会工作掠影

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带动民营企业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
周围，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星桥商会不定期走访会员企业，开展“三服务”
活动，指导企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业知识培训、调解
纠纷。如：在“高翔包装残疾人之家”开展消防教育宣传
活动，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红十字救护知识专题培
训；组织会员分批赴艾迪康体检中心、浙江医院体检中心
进行健康体检。
在去年 9 月举办的秋季人力资源招聘会上，星桥商
会组织会员提供就业岗位 1021 个，包括一线操作工、工
程技术、销售管理及服务等 138 个工种。现场，商会联合
星桥总工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平安三率、垃圾分
类、电信防诈骗、安全生产等。
去年 11 月，星桥商会邀请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
为会员上门指导企业安全码的使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
消防安全演练等。同月，开展金融诈骗防范宣传和住宅
小区满意度测评等活动。

星桥商会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履行社会责任 热心公益有担当

星桥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应急救护培训
（文/沈海松）
回顾过去的 2020 年，星桥商会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积极发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疫情之下，商会
与企业共克难关，助力当地经济平稳过渡；后疫情时代，
商会加强自身建设，服务会员、服务社会，成为促进当地
产业创新、社会治理的力量。

众志成城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星桥商会第一
时间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带领会员
积极投入各项工作。
为早日有序复工达产，3 月初，星桥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会同商会举行“众志成城抗疫情、同心协力谋发展”
为主题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大会，在街道国有资产、社区
集体资产、居民私人出租房积极开展“免租行动”的基础
上，号召企业各出租主体响应，主动通过多种形式减租免
租，助力复工复产，为辖区 622 家小微企业减免租金近
1000 万元。
与此同时，商会积极组织捐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商会与 25 家爱心企业共捐赠 530670 元，捐赠物资价值
1424644 元，包括防护服、一次性医用口罩、N95 口罩、消
毒液、免洗洗手液、食品物资等防疫物品，为疫情防控贡
献了力量。
6 月 16 日，星桥街道举办“企航星桥 616 直播节”，邀
请知名主持为辖区企业直播带货。涵盖服饰、家居、食品
等众多品牌产品，经由快手、抖音、淘宝等平台全方位推
介，丰富的好物、给力的折扣受到消费者的好评。
6 月 20 日，星桥街道联合临平新城管委会、星桥商会
举办“2020 星桥汽车生活节”，陆续开展品质车展、星桥
有礼、品牌汽车优惠月、百车 24 小时深度试驾、星桥连连
看、幸运拼车牌等系列活动。15 天时间里，累计成交
1231 辆车，
销售额达 2.05 亿元。
这些活动的举办，得到了星桥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
支持，同时也让这些企业获得更多商机。

党建引领 商会服务有重心
为加强商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星桥商会以党建为
引领，组织会员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星桥商会主动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组织动员会员企业关爱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充满
正能量的宣传和引导，使商会活动主动融入社会，丰富商
会内涵。
去年夏天，星桥商会多次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慰
问在高温下坚守一线的户外工作者。现场，星桥商会分
别向星灵公益服务中心捐款 2 万元、心宇敬老公益服务
中心捐款 1 万元。中秋节前，商会联合隆昌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举办迎中秋做月饼活动，为附近保安、环卫工人送
去节日的问候。
去年 9 月，星桥商会参与的“彩虹图书馆计划”正式
启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 5 所中学共收到价值近
60 万元的物资，大大丰富了当地孩子的阅读需求。在
“感恩教师节”贺卡制作公益活动中，星桥商会联合汤家
社区，为居民提供理发、测血压、磨剪刀、配钥匙、义诊等
服务。
去年 11 月，星桥商会与农商行开展住宅小区满意度
测评和金融诈骗防范宣传活动。同月，商会在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 2020 年国民体质监测。这些满载正能量的活
动体现了商会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星桥商会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能力，牢固
树立“敬业爱国、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形象，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为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参与社会治
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 年初，星桥农商行与星都社区建立共驻
共建抗疫单位

星桥商会组织理事成员外出考察

中信银行交出 2020 年优秀成绩单 数字化转型创新成果显著
在今年高质量发展的大主题下，对银行业而言，科
合的工作模式，推出“智慧魔方”
、信 e 链、资负组合管理
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不仅是行业要求，也将继续是行
工具等多个拳头产品，100%响应一线需求，并实现端
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到端交付周期较上年再提速 50%。
各家银行都顺应趋势，争相在相关领域发力，以提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国内中大型银行首个自主分
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而刚刚发布了 2020 年年
布式核心系统（凌云工程）成功投产，全行科技攻关能
度报告的中信银行，正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力、大型复杂工程实施组织能力、实时大数据服务和分
改革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朝着建设一流科技型银行的
析能力、敏捷研发和智能化运维能力等金融科技综合
道路不断前行：投产国内中大型银行首个自主分布式
赋能能力实现全面提升。全云化架构转型完成，基础
核心系统，金融科技综合赋能能力实现全面跃升，人工
设施整体云化率达 96.71%，基础设施资源具备 T+1 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应用由点及面深度渗透到
交付能力。业内首创的一体化运维体系建设完成，整
业务各领域，成为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体运维自动化率达 90.9%，数据中心成熟度评估结果保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国内重要的商业银行并背靠
持同业领先。
大型、综合性集团公司——中信集团，中信银行能够在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以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
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普惠金融等领域为行业提供高质 “中信大脑”为主引擎，建成 AI 模型中心与 AI 效率中
量的发展样本。
心，落地 307 项
“AI+数据”
精准模型，实时智能服务客户
金融科技全面赋能
超千万。其中，理财 AI 智能推荐实现线上销售规模达
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是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326.50 亿元，落地战略客户股权链应用，管理资产提
给出的发展目标之一。政府的相关政策指导，也鼓励
升 522 亿元以上；智能机器人（RPA）应用场景近 800
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
个，分行应用覆盖率超过 80%，平均业务运营效率提升
精准性。
20%以上；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持续领先同业，中信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继续围绕规划目标，响应国家
银行区块链平台率先一次性通过中国信通院 5 项可信
倡导和号召，将大数据、区块链、AI 等科技应用于金融
测评，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得到人民银行认可并升
实践，全面实现科技赋能。截至 2020 年末，中信银行科
级为国家级行业平台。
技人员（不含子公司）达 4,190 人，同比增长 31.68%，科
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技人员占比达 7.60%，年内科技投入 69.26 亿元，同比增
中信银行的金融科技创新成果，为其实现数字化
长 24.43%，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 3.56%。科技
转型和数字化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契机。
领域制改革成效初显，形成了多种技术与业务深度融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

分类广告 微信办理
扫一扫

余杭晨报微信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出售临平人民大道与南丰路交叉口商铺面积 334.25 平
米（四楼四底）有意者面谈：
13706512255 沈先生

遗失启事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遗失保函一份（浙江省戒
毒局机关 2019-2020 年度印刷服务采购项目，编号：
ZJJDJ-2019-001）,特此声明。
杭州恒佳塑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乐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3310024446303,声明作
废。
余杭区浪漫和山第一届业主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一 本 账 号 ：7532110182600005131、核 准 号 为
J3310056135201，声明作废。

和全面系统的实施方案，推进从技术应用、模式创新、
流程再造到组织重塑的全流程、系统性变革，助推数字
化治理体系完善和数据治理能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信银行的金融科技提升非常注
重实效落地和体系化建设。通过瞄准自身数字化转型
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金融科技以金融科技为永续动
能，推动前、中、后台联动升级。
前台方面，中信银行在零售金融业务、公司银行业
务、
金融市场板块上坚持科技创新，
不断强化其5G、
AI、
大
数据等金融科技的业务支撑能力，
全面向数字化转型。
具体到零售金融业务，中信银行在线下战场积极
布局，打造“生态+社交”的新型网点业态，在线上市场
加快企业微信平台建设，上线自研版财富小站，并通过
远程银行坐席打造 AI 技术驱动的语音交互场景。
在平台建设上，中信银行打造 5G 全 IP 开放式服务
平台，重塑信用卡客户经营模式。目前，中信银行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AI+”智能平台，已经可以提供智能外
呼、声纹识别、语音导航等服务，AI 机器人已应用于信
用卡审批、催收、营销等 200 余个业务场景。
数字化有效推动了公司银行业务板块建设。在数
据驱动方面，中信银行引入外部大数据，构建新客拓
展、睡眠激活、存量提升及产品推荐等四类精准营销模
型。数据显示，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利用链式获客和产
品获客模型拓展新客 1.28 万户，带动存款 538.71 亿元；
提升存量客户 10.81 万户，带动存款增长 762.74 亿元。
通过流程线上化、审批移动化、客户识别智能化，将对
公客户开户时间缩短了约 30%。

与此同时，中信银行金融市场板块数据涵盖维度
更为广泛，数据质量进一步改善，数据管理能力大幅提
升。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同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同业
业务管理信息平台一期及金融市场系统群优化项目中
相关模块相继上线，票据业务实现从贴现、转贴到再贴
的全流程数字化。
中台方面，中信银行夯实三大中台支撑。一是建
设智慧风控中台，构建资产统一风险视图和客户多维
风险画像，打造组合风险模型和资源配置管理工具，为
授信审批、风险预警、贷后管理等提供信息支撑；二是
打造高效数据中台，建设功能强大的基础数据服务平
台，形成治理力度大、精细度高的数据治理能力；三是
完善技术服务中台，推进技术架构整体升级和新技术
应用规模化，构建领先的技术架构和高水平的新技术
利用及赋能。
后台方面，中信银行强化四大后台驱动，从敏捷组
织、数字人才、数字文化、资源配置四个方面，构建高
效、协同、扁平、总行对分支行强赋能的组织。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中信银行的
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使其更加顺利地实现 2020 年
的业务拓展、结构优化、业绩增长等目标。未来，中信
银行将继续加强创新发展体系建设，强化科技兴行，打
造全流程商业级敏捷体系，建设中信银行云平台，全面
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
推进数字化转型，致力于成为“一流的科技型银行”，通
过技术与业务的同向发力，驱动更多创新，带来更大变
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