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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机构面临来自客户、监管者和多变

市场的重重压力——准确预测未知，通过过

往事件推断一些未来事件的可能性，预见超

出其控制范围的多变情况和为之做好准备，

或者需要为结果承担单方责任。

但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情况下，大多数金融机

构仍然采用了孤岛式的运营方案，亦即各

部门和业务单元拥有针对风险管理的自有数

据、分析和假设，而且经常互不一致。

即使这些内容能够一致地应用于整个企业，

传统风险管理系统通常也不能管理大量风险

因素之间的复杂相关性——同时它们也不能

反映运营风险的独特方面。

资本配置过低、过高还是刚刚好？风险控制

措施是否有效？其他缓解方案能否提供更好

的回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否满足所有披

露和报告要求？

• 对矩阵中的每个元胞生成与事件的频率

和严重性对应的分布，并在每个元胞内

执行 VaR 计算。

• 整合来自内部、金融财团和公共损失数

据库的数据。

• 按照完全透明、直观和有序的过程随意

切片、切块、下钻、调整运营损失数据

以及分析趋势和绘图。

• 使用 what-if 分析来改变建模假设，以评

估 VaR 对不同情景的灵敏性。

• 从广泛的统计技术中进行选择。

• 使用蒙特卡洛仿真计算总损失分布。

• 通过幕后计算的完全透明化减轻审计和

合规负担。 

SAS OpRisk VaR 只是 SAS 运营 风险管理解

决方案 (SAS OpRisk Management) 的一个组

件, 后者 是一个完整的运营风险管理解决 

方案。

基于业内领先的SAS商业分析框架 (SAS 
Business Analytics Framework)——其中集成

了数据 管理、分析和报表技术——该解 决

方案包括专为管理运营风险而 设计的三个

组件:

• SAS OpRisk Monitor 为定 义、收集、跟

踪和报告有关风 险、原因、成本、关键

指标和 可接受阈值的数据提供了统一 的

环境。

• SAS OpRisk VaR 对已知信息 进行大量分

析来计算可靠的预测 结果。

•	SAS	OpRisk	Global	Data 提供有关 

22,000多起被公开披 露的运营损失事件的

详细信 息,来丰富用于分析的统计样本。

面向金融服务业的 SAS® OpRiskVaR
从风险数据中获取分析有价值信息的工具

SAS运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SAS OpRisk 
Management) 为评估和管理风 险提供

了一种严密、科学的方法论。该 解决

方案结合了广泛的分析技术来帮助 金融

机构满足和超出《新巴塞尔资本协 定》

损失分布方法(Basel IILoss Distributions 
Approach) 的最佳实践建 议。

SAS OpRisk VaR 是 SAS 运营风险管 理解

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件,它将风险 指标和

控制评估记分卡结果结合起来, 用于运营

在险价值 (VaR) 的动态建模。 准确了解

在险价值使您能够优化资本分 配来满足

业务最佳实践及法定要求。

交互式风险矩阵

在风险矩阵表示式中,行代表组织单 元,

列代表风险类别。每个元胞中的实 体

对应于事件发生率、平均损失和损失 的

标准差的数量。分析师可以对矩阵中 的

每个元胞生成与事件的频率和严重性 对

应的分布。

合并内部与外部数据

SAS OpRisk VaR 支持来自内部、金 融财

团及公共损失数据库的信息以及 各种

情景,来丰富用于建模的统计样 本。SAS 
OpRisk VaR 可能是使用基 于数学“相对

关系”技术来混合内部 与外部数据的唯

一模型。SAS 算法解 决了外部公共和金

融财团数据固有的 规格化(定标)、控制

和报表偏倚问 题。

SAS OpRisk VaR 使用科学技术来进行 符

合《新巴塞尔资本协定》高级计量法 

(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 的 

运营风险在险价值建模。

建模灵活性和控制

一个易于使用的过程提供了使用多种形 

式的数学和图形分析的途径。用户可遵 

循一个透明、直观和有序的过程,按照 

需要对运营损失数据进行切片、切块、 

下钻、调整、趋势分析和绘图操作。用 

户还可以控制全部建模参数,如执行多 

少次试验,试验的时间期限以及如何显 

示结果。

What-if 分析

SAS OpRisk VaR 允许通过改变建模假 设

来评估在险价值对各种情景的敏感 度。

例如,您可以检验在险价值对基本 分布假

设、某些损失的值、业务线或事 件风

险类别或者替代风险缓解及转移策 略(

如是否外包或自我保险)的变化的 敏感

度。还可以出于审计需要对所有情 景

和假设进行全面跟踪。

空前的统计技术选择

SAS OpRisk VaR 允许您利用适用于大量

参数族情况的高级最大似然估计 (MLE) 
分布拟合技术。例如,您能够:

• 用泊松、负二项、二项、超几何或 几

何方法论来表示损失事件的频率 分

布。

• 使用对数正态、ized Pareto、Burr、 

对数正态 (复合分布)、指数、Β 或 

Weibull 技术来表示损失事件的严重 

性分布。

蒙特卡洛仿真

高级VaR价值模型使用蒙特卡洛仿真来 

计算总损失分布。使用应用于多个业务 

线的数据集可同时运行多个仿真,其中 

每个业务线都已经有已拟合的频率和严 

重性分布。

可针对每个数据集、所有数据集和在 组

织等级体系中的所有等级层面提供 结果

报告,可以只对部分结果按层次 叠加,而

其他结果可以不叠加。当在 险价值结

果计算出来后,

完全的模型逻辑可视性

SAS OpRisk VaR 提供对幕后计算的完 

全可视性——关于风险的知识如何定 

义、计量、推理、提取和显示。该能

力 对审计检查和遵守《新巴塞尔资本

协 定》III:“《新巴塞尔资本协定》流

程 的披露”( Pillar 3: “Disclosure of Basel 
II Process” ) 的规定非常重要。

通过创造有意义、全组织范围的在险价 

值视图, SAS OpRisk VaR 使风险管理者、

高级管理人员和分析师能够改进风险流

程与控制, 优化资本储备的分配和减小

风险事件的频率与严重性。

优势

解决方案

概述

SAS 解决方案能够提供

什么帮助?

风险智能

SAS®运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可以做什么？

SAS运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SAS 
OpRisk Management) 为评估和管

理风险提供了一种严密、科学的方

法论。

该解决方案结合了广泛的分析技术

来帮助金融机构满足和超出《新巴

塞 尔 资 本 协 定 》 损 失 分 布 方 法

(Basel II LossDistributions Approach) 
的最佳实践建议。

 

“由于有SAS帮助，我们的实施过

程非常迅速，提前达到Basel II 的要

求，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Kasinathan Kasipillai
AFFINBANK 银行首席风险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