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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银行交易家平台三周年

持续深耕数智金融 科技赋能助力实体

数字经济时代， 银行与企业的链接方式加
速重构，银企关系发生改变，交易银行作为银行
对公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线上化、平台
化、数字化交易模式下，成为助力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有力推手。

徽商银行交易家平台历经 3 年发展， 实现
了脱胎换骨的飞跃。 产品创新能力与综合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在“以客户为中心”理念下，不断
加深数字技术嵌入，多维升级服务模式，拓宽服
务场景，逐步树立起品牌美誉度。

以客户为中心
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2019 年 7 月，徽商银行交易家平台正式上
线。 交易家平台是徽商银行建设的统一对公服
务门户，为企业客户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
投资理财、贸易融资、电子票据、财资管理、国际
业务等全方位、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该平台是基于 “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
念，采用互联网分布式、微服务架构，打造对公
业务中台， 重构对公业务流程， 建设具有创新
性、灵活性的统一对公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徽商银行提出以数字化为引领， 结合全行
发展战略规划，绘制交易银行数字化转型蓝图，
一步一个脚印打磨交易家平台价值。

首先 ， 逐步实现客户统一登录 、 统一签
约、统一金融视图等功能；建设起统一的管理
中台 ，实现客户 、用户 、账户 、服务的统一管
理，行内业务子系统协同和内外部服务互联 ；
并朝着开放银行打造 ， 实现金融服务有机嵌

入客户交易流程的隐性输出 ， 逐步开始搭建
金融生态。

其次，在整合、衍伸、升级、互联四个方面进
行突破，为建设全能型交易银行提供科技、数据
和平台支持。 其围绕“全客群、全渠道、全产品、
全流程”多模态数字化全覆盖的目标，加快推进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产品、风
控、服务、营销等方面的落地应用，推动管理精
细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增强管控能力，提升整
体运营效率。

截至目前， 交易家平台签约客户数已突破
30 万，客户累计交易量突破 15 万亿元。

以服务实体为本源
打造全线上产品体系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
快速发展，加之互联网金融冲击日趋剧烈，银行
原有系统“以产品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已经不能
满足客户的需求，限制了对公业务的发展。

徽商银行为适应数字化银行转型发展战略
需求，不断创新谋变，提出“以客户为中心”发展
理念，来打造交易家平台最佳服务体验，助力企

业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 3 年时间，交易家平台
推进对公金融服务和产品线上化， 提高经营数
据能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2019 年 9 月，交易家平台上线电子保函服
务， 徽商银行是安徽省内与市级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对接提供电子保函服务的首家银行。 通过
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对接， 线上数据交互
完成投标保函的在线申请及开立， 真正实现了
投标保函业务的全流程线上处理， 满足了企业
紧迫时效下的各项担保与融资需求， 为企业消
除后顾之忧。

从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 3 月， 历经一
年半时间， 交易家平台全面上线国际业务易系
列线上化产品———“易开证、易托收、易汇款、易
代收、易交单、易开证、易结汇、易购汇”等产品，
努力突破传统柜面办理国际业务渠道的局限，
将不同程度地实现单证审核、 结售汇业务申请
在线提交，同时提供客户业务短信提醒、在线查
询状态等增值服务， 为客户提供更高效便利的
的线上化国际结算服务。

通过线上化、数字化产品研发的基础平台，
以及分布式架构和大数据能力等金融科技技术
应用，能够快速研发产品线上化、平台化的发展

方向， 进一步印证了徽商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决心。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科技赋能助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构建
数字规则体系成为国家重点战略之一 。 2021
年，多家商业银行通过数据产品与服务创新，推
进企业级架构建设，力求在数字化经营、场景平
台建设运营过程中释放数据资产的业务价值；
2022年， 人民银行发布的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22—2025 年)》和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业保
险业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对于金融机构数字
化变革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高要求。

徽商银行积极响应政策要求， 交易家平台
积极研发推广数字化金融产品， 发挥数字资产
价值，以满足客户多元化、便捷化金融需求。

2020 年 3 月，交易家平台推出“全线上秒
贴”产品，通过工商、司法、税务、征信、风险预警
等数据为企业设计大数据模型， 从不同维度画
像评分，设计全流程的风控模型，实现贴现业务
线上化、智能化。企业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在线实

时进行票据贴现申请，线上自动审批，资金秒级
到账，缩短了放款时间，提高了客户融资效率，
提供了更好的融资体验。

2021 年 11 月，交易家平台上线供应链 e 贷
产品，基于产业链交易数据，整合贸易、工商、司
法等大数据资源， 建立线上审批模型， 在线受
理、审批供应链融资业务。该产品实现了供应链
领域的大数据智能风控， 根据产业链特征及核
心企业情况建立风控模型，实现自动审批，并按
照 1+N 模式实现优质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批
量开发，借款人申请、提款、还款全线上操作，方
便快捷。

在 3 年的探索与积累中， 徽商银行交易家
平台极其重视金融创新优势与科技服务水平，
不断在细分领域取得同业领先地位， 获得多项
殊荣：2019 年度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2020 金
融数字科技创新大赛综合智能平台金奖、 第五
届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大会 2021 年度金融科技
与数字化转型创新成果奖。

每一步探索都是徽商银行为不断变化的企
业金融需求同步匹配的金融创新。 ３ 年时间，交
易家平台通过优质的金融产品与温暖的贴心服
务，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截至 2022 年 7 月，徽
商银行交易家平台客户规模较上线之初增长
35%，年度交易量增长 97%。

徽商银行交易家平台将继续为企业客户
提供以金融能力场景输出为一体的线上化综
合金融服务， 深耕产品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服
务的移动化和轻量化，加速推动对公业务数字
化转型，以科技赋能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发展。

今年 8 月 8 日是全国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在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
举办地张家口“雪如意”底部广场，一场太极拳表演结束后，当地足球
联赛接着登场；在福建省福州市著名的“健身福道”上，2022 年全民健
身日主题示范活动暨全省健走达人万里福道健步行活动也拉开帷幕。
据不完全统计，8 月 8 日前后全国各地组织开展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共计 4000 余个，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09 年，为推动全民健身长效化、机制化，国务院将 8 月 8 日北京
奥运会开幕日定为全民健身日；2022 年，当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
奥会落下帷幕，“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已经变为现实，全
民健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硕果累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
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纳入国家
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事业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民

健身得到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
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
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014 年 ， 全民健身纳入国家战略 ；2016 年 ，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印发；2017 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的目标；2021 年，《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印发；2022 年，新修订的体育法将“社会体育”章名
修改为“全民健身”，把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写入法律……

全民健身事业加速发展，人民身体素质稳步提升。 2021 年相关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 4 亿，城乡居民达到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占 90%以上。全国共有体育
场地 397.1 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 34.1 亿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平方米。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不仅意味着群众体育的大发展，更代表我国人民身体素养、收入水平、
公共服务供给、产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全方位的提高。 ”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在北京，连续举办八届的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让冰雪运

动走入寻常百姓家，冰雪场地由冬奥申办前的 42 座冰场、44 块冰面、
22 所雪场，发展为 82 座冰场、97 块冰面、32 所雪场。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加快体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基石，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推
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 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 3 月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从 8 个方面提出 29 项

具体的政策措施。
今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表
示，“十四五” 期间计划在全国推

动建设 2000 个体育公园等健
身设施， 完成 5000 个乡镇

街道体育健身设施补短
板项目。 “我们既要扩
大增量 ， 也要盘活
存量，对公共体育
设施加大开放促
进力度， 全面推
进 公 共 体 育 场
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 ”

———用 好
场 馆 遗 产 ， 打
造 全 民 健 身

“主阵地”。
今年 4 月，覆盖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

冬奥村（冬残奥村）的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体验
原汁原味的冬奥元素，俯瞰延庆冬奥村全景，眺望小海陀山
峰……举办了北京冬奥会赛事的延庆赛区成为游人争相前
往的“网红打卡地”。 “由 16 个角度、倾斜度各异的弯道组
成的‘雪游龙’太有气势了，比网上看到的还壮观！”实地参
观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后，“95 后” 冰雪运动爱好者黄明
鑫不住地赞叹。

———完善传统健身场所，打造全民健身文化地标。
2021 年 9 月，由原北京游乐园改建的大型区域性综

合公园———龙潭中湖公园正式开园。 高耸的摩天轮记载
着这个园区与北京近 40 年的历史情缘。公园保留了原来
北京游乐园的滨水活动区， 分为滨水活力环、 森林漫步
环、湿地涵养环三环，成为首都核心区的城市综合性公园。

———利用“金角银边”，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场。
对于上海老宝山人来说，“上海日硝保温瓶胆厂”已逐渐成

为历史，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棱角分明的工业
风貌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曾经的车间、 仓库被重新改造利用，篮
球、室内高尔夫、攀岩、潜水、搏击、室内马术等各色各样的运动项目入
驻，让这里成为运动的热土。

复合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城市边角地、公园绿地等“金角银边”空
间资源，见缝插针建设市民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成为拓展群众健身
空间主要举措之一。

开启全民健身发展新征程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每一

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叮嘱体育工作者：“希望同志们充分认识体育对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
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全民健身热潮涌动神州大地。
在吉林长春， 持续至年底的 2022 年长春市线上线下全民健身系

列活动日前启动，社区广场舞大赛、夜跑节、徒步大会等赛事活动让
“北国春城”处处涌动健身热潮；在湖北武汉，2022 武汉全民健身科学
大讲堂开课，聚焦马拉松、健身操、网球、游泳等主题的 50 场公益科普
活动，让市民百姓学会如何科学健身。

———青少年体育运动推广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埋下“梦想种子”。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 为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培养体育精

神，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
国要创建 8 万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中，增加体育运动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
占比重的举措均有体现，更多全民健身资源倾注到广大青少年群体。

———体育健身组织担任全民健身的“指导员”和“教练员”。
体育健身组织的活力在不断增强。 放眼全国，全国县级及以上地区

体育总会覆盖率已接近 100%。 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
民共建共享，形成了“全民办体育、体育为全民”的良好局面。

———城乡各级赛事活动营造全民健身热烈氛围。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介绍，“十三五”期间，北京市累计组织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超过 10 万次，参与人次近 5000 万，连续举办了“和谐杯”
乒乓球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打造了全民健身体育节等品牌，初步
形成了“群众天天有活动、社区（村）月月有赛事、街道（乡镇）年年有运
动会”的生动局面，带动市民广泛参与、快乐健身。

大屯，一个坐落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的小山村，全村村
民 625 户、2136 人。 这个乡村近年因连续举办高水平乡村篮球赛而在
网络大火。 据 2022 年大屯村全民健身“乡村振兴”杯篮球赛组委会主
席朱勤松介绍，今年大屯村篮球赛实行“3+2（场上 3 名省内球员和 2
名省外外援）”制度，吸引了 28 支来自贵州各市州的参赛球队，队员甚
至包含退役和现役运动员。 线下和线上观赛人数最高分别为 5000 多
人、5 万多人。

贵州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靖琦伟表示，无论是政府搭台、群众唱
戏，还是群众搭台、自我唱戏，乡村篮球赛大火的背后，是乡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新华社记者 孔祥鑫 林德韧 张泽伟 李春宇
（据新华社北京电）

2021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
的人数已超 4 亿

城乡居民达到 《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占 90%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事业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民健身事业加速发展，人民身体素质稳步提升———

满足人民健身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民健身事业
加速发展

茛 8 月 8 日 ，河
北省遵化市 市 民
在公园长跑。

新华社发 （刘
满仓 摄）

荨 8 月 8 日 ，在
四 川 省 宜 宾 市 人
民广场体育公园 ，
青 少 年 在 五 人 制
足球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庄
歌尔 摄）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 “社会体
育” 章名修改为 “全民健
身”，把国家实施全民健
身战略写入法律

2014年

全民健身纳入国家战略

2016年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印发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

2021年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印发

2022年

8 月 8 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绿园，市民参加
全民健身日群众展演活动。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今日关注·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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