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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下,科学技术在各个行业与领域的发展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加
大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力度,才能提高各行业与领域的生产水平,业务质量,促使其获得良性持续
发展。中小银行也不例外,急需借助科学信息技术,进行内部工作的改革与升级,从而实现科学生产,高效
管理,提高其综合实力。因此就需要对中小银行的科技项目质量管理,进行详细的阐述与探究,从而探索
高效可行的质量管理方法,推进科技项目的有效落实,从而引领银行的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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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we improve the production level and business quality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and promote their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are no exception.
They urgently need to us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form and upgrade their internal work, so as to
realize scientific production,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laborate and explor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n detail, so as to explore efficient and feasible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and lead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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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获得良性持续发展。中小银行也

业务与管理的升级、开放,为广大用户

需求不够明确、更新速度缓慢、测

不例外,在信息化时代下,对于信息科

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促使用户及

试环境缺失、文档获取不足等,都是中小

技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急需要加快科技

时、全面了解银行的相关咨询信息,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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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研发、建设与管理,从而满足各

更加依赖银行的各项业务与服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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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的综合实力 。第二,中小银行

此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就需要从多个

息、资金的安全,实现长远持续发展。

科技项目的质量管理,包括用户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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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与跟踪、银行发展状况的考察等,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

的质量管理工作,其重要性表现在：第

然后进行相应系统平台的建设,进行相

1 中小银行科技项目质量管理
的重要性

一,中小银行的综合实力,相比于大银

应数据信息、文档资料的保存与利用,

行较弱。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新用户,

从而把控项目质量。不仅可以促使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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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各项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降低

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与时代的进步。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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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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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银行科技项目质量管理
的问题

行测试环境的构建,否则将无法满足实
[4]

而明确不同科技项目的需求与方向。首

际需求 。第二,很多中小银行,不具备

先,中小银行在开发体系构建中,需要对

2.1需求不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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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之一。第一,由于中小银行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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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经验与方法,进行开发体系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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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方案不够合理,忽视测试环境的构建

化与完善,从而满足实际业务需求。其次,

力、财力,因此很多工作人员的能力较低,

等,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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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缺失,因此在科技项目的设计、开发

无法实现全面与精准,从而为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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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环节中,提出明确的需求范围 。再加

工作带来相应的挑战。第一,很多中小银

据信息,进行及时、精准传输保存。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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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3完善测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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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环境的构建。如人工智能技术、大数

际工作的需求。然而现阶段,还存在着更

3 中小银行科技项目质量管理
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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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银行内部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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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体系的完善,了解各科技项目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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