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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应用数字化技术，通过营收增加和运营降本，银行能够实现高达
40%的利润提升。



银行普遍认识到，数字化技术是提高利润、改善监管合规性和提升客户体验的有力手
段，新冠疫情更是成倍提升了数字化技术的重要性。对于数百万客户而言，远程访问和
移动访问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已不仅仅是一种便利，而成为了一种必需。展望未来，随着
银行在疫情危机之中不断寻求以创新的方式服务客户，我们预计数字化将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

我们的分析（基于疫情前的研究）表明，成功应用数字化技术的银行能够通过营收增加
和运营降本实现高达40%的利润提升。

“数字强行”需要具备多种能力，包括高级分析、智能流程自动化与数字化。虽然面向客
户的产品和触点，其数字化程度已相对较高（例如，线上客户互动与移动支付），但银行
内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水平尚有待提高。如果银行能将数字化协作整合到业务流程工
作流中，将大幅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并为全行乃至全行业创造巨大价值。

图1 

将数字化协作整合到流程工作流中可激发员工生产力图1 将数字化协作整合到流程工作流中可激发员工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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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肯锡分析

许多银行已将自动化作为业务流程数字化的重点手段。自动化拥有巨大潜力，各银行也
正在逐渐发挥其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未来几年，银行全部职能工作中的10%至
25%将由机器取代，这不仅能提升产能，也解放了员工，让他们能够聚焦附加值更高的
任务和项目。随着越来越多的重复性工作实现了自动化，银行业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
主要差距将体现在如何赋权员工（包括一线员工和从事信息化的员工），使其更好地开
展团队合作，完成复杂工作。

遗憾的是，反观银行业现状。目前现有的员工协作技术仅限于基本的通讯工具，例如电
子邮件、聊天和即时通讯。并且这些工具往往并未与业务流程相关的实际信息流对接
起来，且缺乏集成能力，导致员工需反复进行非必要的状态确认、工作交接与问询，极
大影响其生产力。我们相信将数字化协作整合到流程性工作中，将推动员工生产力跨越
下一条S曲线（图1）。假设核心业务流程（占成本支出的15%-20%）可以得到精简，并
带来8%-10%的生产力提升（例如，消除不必要的往复性工作），那么将这一效果扩展
至全球银行业，则有可能创造出超过300亿美元的新价值。 

为什么要将数字化协作纳入到流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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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协作的潜在效益随着沟通频率、信息复杂性和流程决策点数量的增加而
提升图2 协作的潜在效益随着沟通频率、信息复杂性和流程决策点数量的增加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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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肯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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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化协作嵌入银行业务流程
数字化协作解决方案可应用于多个银行业务流程，比如涉及各类客户细分和产品类别
的流程。总体而言，数字化协作的潜在效益与相关流程的沟通频率、信息复杂性和流
程决策点数量呈正相关，沟通频率越高、信息越复杂、决策点越多的流程，其数字化协
作潜力最大（图2）。

3数字化协作：提升效率，优化银行客户体验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具体的银行客户旅程——按揭贷款发放和商业银行客户受理，来
展示数字化协作在提升生产力和节约成本方面的实质性收益。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两条
客户旅程，原因在于目前这两条旅程效率低下，且存在大量人工触点，员工投入高、反
复频次高、透明度低且信息共享性差，急需改善。

旅程一：按揭贷款发放
以当前的技术和流程，在美国银行业，传统的按揭贷款流程平均需要约46天完成，发
贷银行每笔贷款的成本约为2000美元至2500美元。1 总体而言，按揭贷款发放包括五
个环节：初始考虑、申请、处理、审贷和结案（图3）。

图3 

数字化协作能够为按揭贷款发放流程带来显著提升
图3 数字化协作能够为按揭贷款发放流程带来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麦肯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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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流程通常涉及六类独特角色——贷款专员、销售助理、材料处理员、审贷员、质量
保证与控制人员以及结案人员，共有30多个触点和交互工作。传统方法依靠老式的信
息交换，存在等待时间长、沟通反复多和更改频繁等问题。而利用数字化协作技术，可
以有效消除上述问题，从而降低成本并减少延误和反复联系，改善客户体验。

重新设计后的按揭流程
数字化协作技术能显著提升按揭贷款流程效率，既惠及借款人，也惠及放贷人。借款
人可通过综合门户与抵押贷款提供方沟通联系，实现客户与银行之间的无缝沟通与 
协作。

聊天机器人、视频、交互式计算工具以及用于上传文件和确认进度的自助服务工具都
将改善借款人的体验。客户可以在虚拟咨询助理的帮助下，通过银行线上门户提交按
揭申请；之后银行会持续更新并推送通知，提示客户采取相应行动，始终让客户了解其
按揭申请的最新状态。

对于银行来说，按揭团队相关经手方（包括审贷员、材料处理员、贷款专员以及质量保
证和控制团队）也可通过门户进行交互，从而大幅简化当前的跨渠道（电话、电子邮件、
邮政或面交）沟通流程、提高沟通效率。例如，电子看板会提示员工需要操作的贷款案
件，员工无需再去查看工作流中的每个文件；每日文件排序则重点聚焦最关键的贷款；
通知功能将标记出缺失或新近提交的信息，并突出显示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

当按揭申请接近结案时，协作平台可协助结案人员创建标准化结案明细、电子签名、以
及供借款人使用的虚拟结案室和欢迎信。这一整套明确、标准化的流程将有效降低全
部运营人员日常工作的不确定性，并加快按揭审批流程。

成效
银行内部按揭贷款相关人员之间、以及与借款人之间加强协作，能显著提升客户体
验、运营效率与透明度。我们估计，重新设计的按揭贷款发放流程既能节约贷款发放
的成本也能压缩时间，具体而言：

 —每笔贷款成本能降低10%；

 —贷款处理时间缩短15%至40%；

 —每笔申请的审贷反复次数降低15%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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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二：商业银行客户登船
商业银行客户登船包括五个主要环节：初步咨询，材料提交，审批，客户培训与测试以
及上线（图4）。与按揭贷款发放一样，这一旅程的痛点来源于相关经手方之间的沟通
效率低下以及整个流程的不透明。

图4 

数字化协作可改善商业银行的客户登船

资料来源：麦肯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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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数字化协作可改善商业银行的客户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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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后的流程
商业银行客户登船流程经重新设计后，客户可通过在线门户表明开户意愿（客户经理也
可主动联系潜在客户并将其引导至在线门户）。然后，客户使用该门户与银行工作人员 
（如受理团队）进行视频咨询。

受理团队可在平台上检索，以确定客户是否与银行存在业务关系或已经提交了哪些材
料。客户也可以查看上述材料，并上传任何其他的必需资料，从而减少银行人员与客户
之间反复联系的麻烦。在后续整个审批过程中，客户可以实时查看状态，并安排虚拟 
咨询。

提交申请后，银行内部的相关团队可同时执行相应的工作流程。例如，法律团队将制作
合同；合规、KYC和AML团队将开展尽职调查，并确认满足监管要求；信贷员会评估信
用度并设定信贷额度。工作状态和完成情况均有明确标示，客户在申请获批时将得到
通知。

此后，客户可以学习新帐户的功能、提交测试交易、上线并与客户经理保持联系。

成效
数字化协作平台能连接客户与银行内部团队，给银行带来重大效益，包括：

 —客均成本降低15%以上；

 —登船用时缩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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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抓住数字化协作带来的机会，银行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战术步骤：

步骤一，识别数字化协作能够带来最大提升的业务流程。从策略上讲，这意味着梳理
银行所有的核心流程，并优先考虑数字化协作能够实现最大潜在效益提升的流程，比
如这类流程在内部和外部沟通上存在巨大“摩擦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小部分流程
往往占用了大量成本。例如，一家英国银行发现，在其50条端到端流程中，大概15个流
程占到了整个成本结构的约80%。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银行还应彻底检查所有重大业务流程的运营指标，并将其表现与
KPI目标以及全行业指标进行对标，特别是客户满意度相关指标。银行应考虑将始终存
在差距的领域作为数字化协作计划的候选项目。

步骤二，制定技术路线图。对于数字化协作的重点用例，银行应确定其技术要求，以解
决最低效流程中的痛点并促进进一步协作。银行应通过敏捷方式部署技术工具，以锁
定早期成效并基于用户反馈进行迭代。

步骤三，推动用户采用。银行应把数字化协作提升到重要战略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
训。银行应该重点宣传数字化协作在节约时间和成本、以及改善KPI方面的作用，并将
其纳入到全行数字化战略中，以体现数字化协作的重要性。

数字化技术在银行运营及客户关系领域的重大作用已得到公认。数字化协作属于银行
业第二波的数字化浪潮，其本身是一种强大的新工具，同时也是远程办公和远程销售
需求高涨（在后疫情时代必然走向主流）的合理延伸。数字化协作还能实现广泛的生产
力效益，并通过提高速度和银行产品简便化提升客户满意度，在增收和降本两方面都
创造出可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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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数字化协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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