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ca 方案为广州银行 CRM 系统

提供高质量数据信息 

成功案例

收益

� 成功搭建全行数据中心框架，形成统

一客户视图

� 按业务发展需求，提供对客户的精细

化管理，实现差异化服务 

� 及时分析评估客户信息，推动市场营

销创新

挑战

� 缺乏系统的整体规划，数据标准、格

式不一致影响数据的有效利用

� 手工编程及开源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使

数据抽取效率较低、工作量大、维护

成本高

� 零散的数据管理方式使数据调度很难

完成，孤立数据不能展示完整的客户

视图

产品与方案：

�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概述

为了更好地把握客户需求，实现精准

营销和差异化服务，广州银行决定开

展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建设，对

系统的所有客户信息进行整合，建立

统一客户视图，真正从客户需求出发，

及时准确地制定营销策略，不断维护

和拓展客户群，同时优化银行内部的

资源，提高银行的运作效率，挖掘更

多的创收机遇，从而实现收益的持续

增长。

公司及项目简介

成立于 1996 年的广州银行，是一家

生根于南国羊城的市属金融企业，他

们虽然经营规模和一些大型银行比还

有一定距离，但是凭借着多年来不懈

努力，努力开创新金融服务，不断提

升客户体验，实现了盈利显著飞跃。

现在广州银行的监管评级达到国内最

优，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均为零，

资本充足率高于上市银行水平，拥有

机构网点达到了 102 个。

客户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对以服务

为主要“产品”的银行业来说尤其如

此。广州银行深知，在激烈竞争的市

场环境中，能否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

并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已成

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他们为了更

好地把握客户需求，决定开展客户关

系管理 (CRM) 系统建设，对银行多个

业务应用系统的所有客户信息进行整

合，建立统一客户视图，真正从客户

需求出发，及时准确地制定市场决策，

不断维护和拓展客户群，同时优化银

行内部的资源，提高银行的运作效率，

挖掘更多的创收机遇，从而实现收益

的持续增长。

借助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广州银

行建立了规范的数据处理流程，在

应用与各子系统之间构建了高效稳

定的数据整合层，使 ODS 数据平

台成为各个交易系统间批量数据交

换的统一中转站，降低了数据抽取

的复杂性，为跨应用系统数据关联

分析打下扎实基础。

——广州银行信息技术部数据业务室



面临挑战：

建立 CRM 系统的关键是
数据集成

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国内银行业

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家银行纷纷在改

变过去为获取竞争优势不计成本和效

益的粗放经营模式，转而重视客户关

系管理和金融服务创新，树立“以客

户为中心”的经营发展策略。对客户

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培育也引起了广

州银行的高度重视，他们希望以客户

关系管理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和集成

银行原有的业务、管理及客户信息等

系统，建设统一的客户数据交换平台，

来提高业务运营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形成商业智能以支持决策和管理工作。

为了保持业务顺利进行，广州银行已

经陆续建设完善了各种业务和应用管

理系统，通过对这些系统数据分析能

够了解多方面的企业运营和客户信息，

进而做出正确决策。实施客户关系管

理，就是要整合上述各系统中的数据

进行针对性分析，而前提必须建立在

规范化的数据基础上。

但是广州银行的各业务和管理系统因

皆为不同时段独立开发，缺乏系统的

整体规划，系统中积累的大量数据因

为标准、格式不一致严重影响到数据

的有效利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

进行企业数据整合以及建立一个统一

的数据管理平台，将分散在银行各信

息系统中的业务数据进行再集中、再

统一管理。对此，广州银行希望在实

施客户关系管理项目时建立一个企业

ODS 数据管理平台，高度集中管理客

户数据资源，避免业务系统对应多种

决策管理系统时需要数据重复传送、

报表展示繁杂的现状。

灵活运用 ETL 技术对不同数据源中的

业务数据进行抽取和转换，然后经过

对这些数据的清理、标准化和汇总的

过程，将其装载到 ODS 中，这是获得

高质量的规范数据的必经之途。所以

ETL 工具的选择是 ODS 平台建设的重

要一环。早期阶段，广州银行各业务

系统的数据集成是通过手工编制数据

采编程序以及开源方式来完成数据处

理过程，缺乏关联这些数据的统一整

合以及全面数据挖掘分析策略，数据

抽取效率较低、工作量大、维护成本

高，并且，零散的数据管理方式使数

据调度很难完成，孤立数据也不能展

示完整的客户视图，影响业务人员、

客户经理的工作效率。选择一个可用

性、灵活性、开放性更高的 ETL 工具，

提升数据抽取、转换和装载性能，是

建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关键所在。

在选择 ETL 工具时，广州银行信息技

术部数据业务室的相关人士表示：

从产品成熟度、易用性、扩展性以

及产品性价比指标等方面对目前市

场上主流的 ETL 工具进行细致的调研

和考察，最终选择了 Informatica 的

PowerCenter 产品作为企业的 ETL 工

具，并通过 PowerExchange 添加连接

数据库的驱动，提高 ETL 工具的采集

效率。

业务需求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把握客户需求，实

现精准营销和差异化服务

搭建统一的客户数据交换平台，形成以

客户为中心的单一视图



客户收益：

数据交互更易，数据质
量更高

目前，广州银行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并且成功搭建起

全行数据中心的框架，形成以客户为

中心的单一客户视图，提升运营管理

及决策效率，实现了项目第一阶段的

既定目标。而在立项之初，广州银行

就充分考虑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为该

项目制定了更加前瞻性的目标：逐步

完善系统功能，实现各个渠道交易系

统的统一联动，使银行能够及时分析

评估客户信息，实现交易以客户为中

心，全方位的客户营销体系。

借助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广州银行

建立了规范的数据处理流程，在应用

与各子系统之间构建了高效稳定的数

据整合层，使 ODS 数据平台成为各个

交易系统间批量数据交换的统一中转

站，降低了数据抽取的复杂性，为跨

应用系统数据关联分析打下扎实基础，

让广州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设下

一阶段目标更容易达成。 

Informatica 方案帮助广州银行完成了

客户统一视图的建设，使其能够按业

务发展的需求，提供对客户的分配、

分级和分群管理，实现对客户的精细

化、差异化服务，为客户经理、业务

人员提供可视化的工作平台，推动市

场营销和销售管理工作。现在，当系

统“注意到”一个客户发生大额资金

变动时，它就会提示客户经理向该客

户了解情况，是否资金紧张，需不需

要贷款，向该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当 

“了解到”客户有产品到期时， CRM

会及时提醒营销人员尽快与该客户联

系，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在

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同时，营销精准率

更高。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

规范化的 ETL 流程实现
数据集中管理

在仔细分析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项

目建设需求后，广州银行认为他们选

择的 ETL 方案必须满足易用性、并发

执行、统一数据访问、高可扩展、高

可用、高开发效率等要求，这也是建

设数据交换平台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

而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所具有的

关键功能完全打消了广州银行的顾虑。 

� 支持并发执行——PowerCenter 支

持的数据处理流程不仅能够按照预

定的先后次序执行，还能够根据业

务情形进行智能化调整，满足不断

提高的并发请求次数；

� 高可用——广州银行每天落地文本、

文件达 20 -30GB，为了保证第二天

一早就能够让客户经理查看到有效

信息，每天的数据处理过程必须在

2-3 小时完成，PowerCenter 在整个

企业内以批量、实时或按需定制模

式抽取、转换数据，数据处理效率

完全满足业务所需；

� 易用性——PowerCenter 处理过程

可提供图形化的操作界面，易使用、

易维护；

� 统一数据访问——广州银行各数据

源系统中抽取数据类型多，不仅有

财务报告、产品数据等结构化数据，

还有协议、合同等非结构化数据。

PowerCenter 可以访问和集成各种

平台、数据库的异构数据源系统的

数据；

� 高开发效率——广州银行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项目分阶段、有步骤地全

面部署，目前，ODS 数据平台已

完成与客户关系集市的数据整合，

下一步还会涉及更多主题集市，

实现更精准、全面的预测分析，

PowerCenter 丰富多样的数据转换

模块，允许开发人员在业务需求发

生变化时轻松更新配置；

� 高可扩展——PowerCenter 拥有丰

富的 API 接口，支持更广泛的二次

开发，满足广州银行未来扩展之需。

凭借快速、准确的分析结果，广州银

行正在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上不断创

新，通过 Informatica 产品进行 ETL 后

的高质量、准确、一致和可信的数据

能够更好地支撑精细化营销，提高客

户忠诚度和保有率，帮助广州银行实

现“从区域性银行发展为全国性一流

上市银行”的企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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