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软件的
新时代



银行业困境

如今，我们生活在选择和下一代技术日益增加的时
代，然而众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仍受困于互不相联的
遗留系统、孤立的商业模式和有限的IT预算。

因此，金融机构如何能够跟上客户对于更高的价值和数字为先的技术需求？
通过利用开放平台技术，他们可以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高效率，最重要
的是，提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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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
只因，全球银行业潜力无限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28772653001
http://www.finast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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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促创新

金融业的未来前景广阔

金融服务业目前正经历千载难逢的变革。

随着银行和金融机构寻求更开放、更灵活的软件解决方案来加速增长、优化成本和改善客户体验，封闭式
遗留系统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随着金融机构着眼于寻求外部力量，企求脱颖而出，同时保持竞争力，因
此社区协作和行业共同创新正成为常态。

开放式银行业务才刚刚踏上征程，而支持这一范式转变的金融机构不仅能够得以生存，而且还能在未来繁
荣发展。

合作是创新的新战略。



与Finastra携手，共创未来

Finastra是提供下一代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的金融科
技巨擘。

作为软件即服务（SaaS）和云的先驱，我们致力于在开放的FusionFabric

软件架构上构建和部署组件化技术，提供市场上最广泛、最深入的金融软件
解决方案。
凭借灵活的开放技术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客户从封闭式遗留系统的束缚中释
放出来，而这些系统不仅制约透明度，阻碍创新，而且无视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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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停留在图形上可将其放大

创新应当是一次演进而非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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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发展迅猛的环境下，核心银行基础设施的“推倒重来”
历时漫长，代价高昂，因而不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

“FusionFabric.cloud将改变金融领域软件的编写、
部署和使用方式。它将构建新的全球合作关系和
创新生态系统。”

Martin Häring

Finastra首席营销官

我们的开放技术堆栈FusionFabric使银行和金融机构
能够通过开放接口，将Finastra组件与其现有系统连

接，从而推动持续创新。这些组件或微服务可以在
低部署风险的情况下快速提供新功能，且无需复杂
的整合。金融机构只需对现有软件逐个进行现代化
改造，无需中断整个基础设施运营。

此举促使金融机构变得灵活、敏捷且更注重以客户
为中心，进而随时以自己的步调应对行业的最新发
展。此外，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和高校中的开发人
员 现 可 在 我 们 可 靠 、 可 信 的 开 发 平 台
FusionFabric.cloud上构建金融应用程序，让我们的客
户迈向全新的创新时代。



我们的解决方案，专为您的业务而设计

Finastra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金融软件功能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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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银行业务解决方案

我们安全的金融信息和SWIFT连
接解决方案，可简化银行间通信，
同时减轻合规负担。我们在资金
业务、现金管理、贸易和供应链
金融方面的深厚实力，使银行能
够为企业客户提供一流的工具用
于管理他们的未来财务状况（作
为极具吸引力的端到端数字交易
银行业务体验而提供）。

资金业务和资本市场解决方案

我们的资金业务和资本市场解决方
案提供灵活、简单、开放的跨资产
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财资管理、投
资银行、投资管理，以及风险和合
规活动的绩效。Finastra利用先进
技术为资本市场创建更连贯、更灵
活的IT架构。

零售银行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核心处理、数字渠道、
分析和贷款解决方案，实现颠
覆性数字变革。客户可以快速
获得安全的指导和认证，同时
灵活的账户个性化和财务规划
工具可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
和计划其财务状况。

贷款解决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涵盖从发起到结
算的各种贷款类型，致力于简化
贷款业务，帮助客户高效获取资
金以及从双边贷款到最复杂的银
团交易的量身定制的信贷解决方
案，从而实现企业发展。

1万亿
美元

单一银行每天处理的
支付总值

~10%
日常贸易融资

43% 总银团贷款

30%
英国的快速支付

5万亿
管理
管理

~25%
所有美国金融机构

25%
美国电汇支付

~8%
日常外汇交易

逾1.75亿零售账户



FusionFabric.cloud

创新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已向全世界敞开供应我们的核心软件解决方案。

FusionFabric.cloud通过在开发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内培育开放式协作来促进创新。作
为金融服务的一项重大创新成果，它通过FusionFabric.cloud平台开放Finastra的核
心系统，使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系统集成商、独立开发人员、顾问和学生等所有
参与主体都能够开发、测试和销售他们的应用程序。

软件开发环境，用于在零售银行、贷款、交易银行以及利用开放式API的资金
业务和资本市场中创建新的App。

通过Microsoft 

Azure在云端部
署核心引擎和
App的操作环境。

销售和消费来自金
融科技公司、系统
集成商、开发人员、
银行等的App的市
场。

FusionOperate

在Microsoft Azure

部署App

FusionStore
用于App购买和销
售的“市场”

FusionCreator 基于FusionFabric REST API创建App

基于浏览器的API管理和App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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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Fabric cloud

从REST API到核心引擎

零售银行 贷款 交易银行 资金业务和资
本市场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15157261001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15157261001


FusionFabric.cloud
背后的开放灵活平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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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标准连接 最先进的用户体验 大数据集聚合 超快速内存计算

本机并行处理支持 微服务 DevOps FusionFabric 

Connect整合



“FinaFinastra的规模之大、地区覆盖范围之广，
意味着不论其规模如何抑或位于何处，我们
都能更好地服务于从国际性银行到社区银行、
信用社和企业的客户。”

Simon Paris

Finastra副首席执行官

10,000+ 4,400+ 9,000+ $2.1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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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Finastra？

纵观全球，已有大量规模各异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选择
Finastra。
我们拥有10,000名员工（包括4400名研发人员），
致力于为130个国家的9,0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

凭借遍布全球的业务版图和市场上最广泛的金融软件解决方案，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当今金融
服务方面的种种挑战。Finastra在全球42个国家的办事处开展运营业务，服务于全球500强金
融机构中的90%以上，收入达21亿美元。

凭借出众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的产品组合是FusionFabric.cloud平台的牢固根基，这意味着我
们是唯一能够服务于各种规模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和金融机构的所有职能部门的金融技术提供
商。

鼠标停留在图标上可将其放大

员工 研发人员 客户 年收入
（70%经常性收入）

地区覆盖范围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W我们期待充分利用Finastra技术来开展高效、透明且
完全合规的资本市场业务。”
Thomas Raab

Munchener Hypothekenbank交付主管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MünchenerHyp提高定
价，同时提升市场灵活性

Iccrea推动其交易业务转型

可靠且值得信赖

Finastra广泛的地区覆盖范围和深厚的专业领域知识，

意味着不论其规模如何抑或位于何处，我们都能更好地
服务于从国际性银行到社区银行、信用社和企业的客户。

我们通过与客户携手合作以及利用其现有技术投资，提供全面整合的解决方案。我
们对持久的合作关系深信不疑，始终将我们的客户及其客户放在首位，并矢志成为
值得信赖的转型顾问。

但是，我们所言只是片面之词，亲眼所见为实。

资金业务和资本市场客户

案例分析：Iccrea加强交易，以更
低成本符合新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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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560897394001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560897394001
https://misysconnect.misys.com/x/?rwEAqStLPVoKJ009exXBZQ%3d%3d
https://misysconnect.misys.com/x/?jyxY2R8mzfOK3G6sAD2IZw%3d%3d


“我们之所以选择Finastra作为合作伙伴，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双方可以密切合作并共

同成长。”
Bryan Luke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夏威夷国民银行

Lynn Brubaker,

远程服务副总裁

Services Star One Credit Union

Read thefull case study

“Finastra在研究市场、行业标准和
提供用户真正所需方面表现卓著。

他们并非按章照抄，一成不变。他
们突破自我，增加经验，并不断致
力于通过每一款发布的产品打造更

出色的解决方案。”

案例分析：夏威夷国民银行结合
多款Finastra解决方案，为客户
提供无缝的愉悦体验

信用合作社和社区银行——零售银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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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Star One Credit 
Union借助uOpen让应用程序
数量几乎翻番

夏威夷国
民银行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27184507001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27184507001
https://roi.roinnovation.com/Clients/finastra/4680.fil?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22US_05_StarOneCreditUnion_CS_FINAL_HIGHQUALITY.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Expires=1542181237&Signature=aIVnAVy3JbrX04EbYA~X7hnvjrug2uvffB3LqC6H0Efiiwm~rDdIzVjkuvOm9jW72sDVW8P-so1LwrvVb9EV4oTLCHRMiWaGv9a13OEgzmx1y3c4pIaadXrTNfJvcRxwHJSmiw~Uu02EUB9sjCzQqNhhRrjQFKOAg8NM-Gw-Ju2Itco-5hOVEGB~XWP-QZT5kpvEIQMmXTO2NCGdKtDQ1ax6Nk1DaMYDmxZzJvh06Lql0S5mUuYXN2YeApSEkJVzZJ7eP6UCpx7KdaPPo3YnTISFO2dqW2FMth3pNFwozNuAEAjxqO4p8LGrAzgiG~xO3XM3hH1aD-GqH~Y361trHw__&Key-Pair-Id=APKAJRMHILL4YKBTPPRQ


案例分析：法国巴黎银
行通过合并贷款提升灵
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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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stra帮助我们奠定面向未来的前瞻

性服务基础。我们时刻准备创新。”
Manoj Menon

交易服务和金融机构全球负责人
第一海湾银行

“
以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来改善服

务对我们的业务至关重要。与

Finastra携手合作，使我们能

够不断地为客户创新，并快速

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行情。

François Cron

贸易金融电子银行主管，

Crédit Agricole CIB

案例分析：第一海湾银行推
出市场首个现金和贸易服务

案例分析：法国东方汇理
银行获得竞争优势

交易银行和贷款客户

法国巴黎银行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15157261001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456793370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5715157261001
https://roi.roinnovation.com/Clients/finastra/4456_20180718_114746.fil?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22Finastra_First%20Gulf%20Bank_CS_FINAL.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Expires=1542181265&Signature=jIt6gt4sv6xxy2Q4epNCjPKDYuP~wkejot1uHq-sdUK0d6KjSIxHMc7LbbmRcH7RUpnAHhg6Bn0x1pKb~itKu5N7NvVJTLQn8r4~wBdtctcb9Gn0aD98BXjHIKtecdc0OeXPGKn37tJ7y8vVyM4vjUE9KIolQNLPdnNwBTJ6uyR4smxvYsuVoPvSidbM-i-ISVfEwPnEZwxpcIHobQtadnoz4rYn~sdQUoC5-j9GSIPSKzCA5EaX7FT5wiH9tZrxglgmzd180GM2qTo4MOLBUq6NTIB2xIBi3Y03~20R8roG1Eb4meOhlzLFH7MzqnRernuQ0fkwxV8xjBWgRjJBLg__&Key-Pair-Id=APKAJRMHILL4YKBTPPRQ#.WrtoFO33j9U.mailto
https://misysconnect.misys.com/x/?o4Q9kkt5bh%2fc2N7d2Pffug%3d%3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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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合作社和社区银行——贷款客户

案例分析：Kaw Valley State 

Bank & Trust Company通过
Finastra提升效率，遵守法规，
并保持高服务水平

就整合而言，利用产品支持增长以及
为我们带来的效率 ，很显然，
Finastra是我们银行的理想技术合作
伙伴。换言之，结果证明我们做出了

最佳选择。”

Jody Price

首席运营官
Kaw Valley State Bank & Trust Company

制造商银行和信托

案例分析： Union Savings

Bank简化其商业贷款流程

Finastra人员的表现堪称一流。打一
个电话或者遇到问题时，当天就能得
到答复。我不知道其他的金融科技公
司能否提供这种服务水平。我们真地
非常满意。”

Edward Oder

副总裁助理
Union Savings Bank

案例分析：Somerset Trust 

Company在不增加资源的情况
下,利用Finastra Total 

Lending™ Consumer增加贷
款量

据我们所知，Finastra长期提供优质
产品，而我们也希望大幅提高内部效
率。”

Kelly Atchison

贷款系统管理员
Somerset Trust Company

“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阅读全篇案例分析

https://roi.roinnovation.com/Clients/finastra/4679_20180622_041429.fil?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22KawValley_CS_US349_FINAL.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Expires=1542181591&Signature=YZRAZgX9c0se5nKNU4iF-Za5gwkwIG8fIgxZM8FREeAYST9z5QZpdyzOe16dkPlisLBNa8aYfkPOyygqsqktgduMLjHHwskJLTlaSkewC~MvpmEbveh3gdLEQorobQMyDMP3zivfmZBITvCMLTsUg3wQh5WhWKYSaD6JTXpubvQQ7a0Hf2wQZ064WKScaUQVfaWTzzoMus-oVPVUs8gvHQXhsblGB54C7NY-h2Y8raWKnCfL2XmMUqHA9zOn7OgkmiKj1o61PPYTwaoxHK1oOfUL4~EoU5aaWrXNpRlofwm20VPf~iW0lUSlGyIsWJTTYfxIuRUYeIjyboqbZMCUIQ__&Key-Pair-Id=APKAJRMHILL4YKBTPPRQ
https://roi.roinnovation.com/Clients/finastra/4677_20180624_230130.fil?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22UnionSavingsBank_CS_US352_FINAL.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Expires=1542181610&Signature=To7aUyjfWNvWnKx3l6SGhaHmofuEr8fqrAE5ndjQcN-iJuRUXTkOE4aCIwUn2LW2erq0688AWwxXqiKW4uC8HkPYXvjweSGj7yXqvA8xxVFVYtreyD8MZyX4NwZrvUCZKSFuajIHCnjyn13gNYSy34lcfxGaMg2IqSHthn1sr-FZfOnbLDdhpePu1CiXMsvzv-HpAtOMxh~mtMGC84rV47BCTZD3tdpbc5G2nvMaJMEyOZjByByR22LaM~iq~9eQe1b-vONk-Xo-6ig1bIaA5-GvW7bLMM7QRBPHw6xhfTGVK~HbwPQuyWfNAVyXMFxE6pPl6ErhUjWPblTKrM5qNw__&Key-Pair-Id=APKAJRMHILL4YKBTPPRQ
https://roi.roinnovation.com/Clients/finastra/4678_20180624_223659.fil?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22SomersetTrustCo_CS_US_156_FINAL.pdf%22&response-content-type=application%2fpdf&Expires=1542181620&Signature=KrvILoCrafyXoV8FkcdEGSN41e-A~0Q8i1YoL9xqgauqTCiqcuMpHyOU1Wf5YNIEKMT1mRdaNYpyNfEEb88BPnaflnvKwJVM0IoZUxyzIZWao-eEew-YmphXvjDulLhqxNPNZrVf9AdfaH~qkqdUta1LECdPnfjxSeLSuWUydBvDdIRZa1ceH7Wrs241Ovu21aKLW2fet1o5VqhD2otdSbTHM~jwtAciwAW3aTzDqPu0-w8XUXfFa1zl3ZHuczTL3xpo7EHZ96EkyUk53GLB52HROmYMFn8nuJwUpedn54UHSJapGkwwo-HD~JSO-Adw3ZUIQ3Qda1WKJWB6OihLxQ__&Key-Pair-Id=APKAJRMHILL4YKBTPPRQ


我们的客户参与计划——Finastra Success

Finastra Success计划活动包括投资回
报（ROI）评估以及加入客户咨询委
员会、用户组和点对点用户计划的机
会。该计划提供与Finastra高级管理层
一对一互动、接触技术专家和业界领
袖，并与Finastra的其他客户分享创新
案例的独特机会。

Finastra致力于确保客

户从其技术投资中获得
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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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

行业领导力
记者招待会*

案例分析*

商业咨询服务
投资回报评估*

投资回报评价
成功治理

生产力

系统顾问组
早期采用者*

开发实践*

质量为先*

共同创新设计*

工程协作*

创新与差异化

执行社区
首席营销官圆桌会议

首席风险官社区

商业圈
Finastra Universe 

客户咨询委员会
Finastra商业论坛*

行业协作
点对点用户计划* 

行业颠覆者大奖*

开发者社区
Fusionone——即将到来的2018年

合作伙伴创新与差异化*

最佳实践

支持社区
客户门户* 

心系用户活动* 

产品更新呼吁*

融合进步
部署和升级加速器

培训学院*

合作伙伴实施顾问*

* 适用于社区市场

Finastra

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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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放开之时，人人都是赢家。加
入我们的开放银行业务之旅。

携手Finastra，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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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inastra：

inastra激发了金融领域人和公司的潜力，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平台。由Misys和D+H公司于2017年合并而成，我们提供当今全球最广泛的
金融服务软件组合——涵盖零售银行、交易银行、贷款、国债及资本市场。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在本地或者云端应用关键技术。
我们的规模和地域覆盖范围使我们可以有效地为从全球金融机构到小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客户提供服务。通过使
用我们开放、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客户能够加快增长速度、优化成本、降低风险，并持续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全球排名前50的银行中已有48家采用Finastra的技术。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公司网站：www.finastra.com.

Finastra和Finastra“缎带”标识是Finastra集团公司的商标。

© Finastra公司2018年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公司总部
4 Kingdom Street 

P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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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4 20 3320 5000

北美总部
120 Bremner Boulevard 

30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J 0A8 

Canada 

直线：+1 888 850 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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