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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荷兰合作银行是一家建立于合作原则基础上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具有清晰的组

织架构，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荷兰合作银行 拥有 180 间地区办事处，它

们完全独立并自行管理。

 这些地区银行在荷兰合作银行的内部进行统协，荷兰合作银行是一个中心组

织，旨在对该合作提供支持、协助和建议。荷兰合作银行的业务之一就是为国

内零售银行业业务、个人、中小企业和私人银行业的客户群体提供市场支持。

此外，与个人开展业务的部门同样得到商业融资事业部的支持，后者受理抵押

申请。荷兰合作银行的资本额达到 700 到 800 亿欧元，占荷兰抵押市场很大的

份额。荷兰合作银行的专家专业组为整个集团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服务于所有

事业部的 IT 团队。

新的可持续增长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商业融资事业部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操作系统的数目也在增

加，这造成复杂性和成本的提高。这些系统相互之间无法直接进行通信，所以

很多时间和金钱都花在构建和维护接口上。“因此，实际上系统只能用一半的

时间处理信息请求，也就是说只有一半时间真正为我们所开展的业务提供支

持，”荷兰合作银行商业变更经理 Maarten Swinkels 说。

“生成管理报告同样是特别繁琐耗时的任务。必须从不同和异构的系统中手工

检索数据，再检查是否准确，”他补充道。“因此，由于监管日趋严格而十分

重要的数据质量就面临着压力。”

另一个挑战是要实现更短的上市时间。Swinkels 解释说：“推出新产品时，重要

的不仅是要进行市场研究，而且产品必须真正快速地推出。IT 部门必须足够灵

活，对新的想法、问题和计划快速作出响应。底层系统必须快速为新产品做好

准备。” 

荷兰合作银行的商业融资事业

部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这种发展在应用程序环境

方面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局面。

这些应用程序都有其自身特定

的功能，从各种视角来看都有

其自身的概念和定义。为了限

制系统的数目，保持一个总视

图，并且提供一个公共的数据

交换基础，他们创建了一个数

据门户，以促进自动化和提高

效率。

荷兰合作银行借助新门户进
行数据交换，节省数百万
通过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和 Data Explorer 显著
提升效率



数据管理的一个中心点
Swinkels 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并将他的想法和考虑带到 ICT 组。“我们没有数据

链的完整视图。具体的修改对其他系统有什么影响并不清楚，”荷兰合作银行

首席业务分析师 Ton Vanlerberghe 解释说。“有时要花几周的时间复查哪些数据到

了哪个地方。” 

在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Advanced Edition 的帮助下，荷兰合作银行中安装了 
Data Portal Financing (DPF)。这个门户是商业融资事业部内部的数据管理中心

点。“通过这个门户，所有系统汇聚在一起，直接提供图表格式的数据，用以

改进操作系统，”Vanlerberghe 说，“如今系统只需将其数据发送到 DPF，所以只

需要和一个系统打交道。除了使数据可用外，数据门户还设置定义，这样就使

用了明确的公式。” 

除了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和 DPF，荷兰合作银行还实施了 Informatica Data 
Explorer™，其分析现有的接口，这样就有可能提出 Data Portal Financing 设计上的

建议。”Data Explorer 快速显示系统中存在的数据，我们通过它可以迅速和方便

地采取质量控制，”Vanlerberghe 补充说。

在实施过程中，荷兰合作银行同样还利用了 Informatica 的 Velocity(SM)最佳实践方

法以及 Informatica 专业服务顾问的知识。

改变，节省数百万、提升了效率
实施带来显著的优势。首先，荷兰合作银行选择 PowerCenter 时，同样选择了基

于 UNIX 和 Oracle 的不同平台，而不是先前的 IBM 环境。“这不仅使成本有巨大

差异，而且新平台也快了很多，”Vanlerberghe 说。

此外，由于有了新的数据门户，荷兰合作银行可以受益于能得到更快和更可靠

的管理信息。这使其能够根据市场发展和市场信息作出正确决策。有关产品市

场的信息使商业融资事业部对迫切的市场要求有了很多深入的了解。ICT 组可

以通过及时发出趋势信号，对新的需求迅速作出回应。风险也同样更加显而易

见，这令金融机构遵守法规更加容易。



因为很多数据可以重复使用，现在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效率。这也很快就减

少了每年一到两百万欧元的开发成本。“此外，我们有了大段的时间准备

分析，”Vanlerberghe 解释说，“在过去这是纯粹的苦差事。有了 Informatica 
PowerCenter，我们现在每年能够节省三到五个 FTE [全职雇员]。” 数据链的简化

和接口的减少同样使金融部门省了很多钱。成本节约源自更加容易因而更为迅

速的开发。每条数据链需要的人员更少；流程得到简化；因此时间更短、需要

的维护更少。总之，对于全部 100 条数据链来说这意味着成本降低 40 %。“目

前维护和保持一个数据链的成本在每年 50,000 欧元到 60,000 欧元之间。我们有

大约 100 条数据链，这意味着使用新设置我们省了 40 %。因此每年省下来的钱

很容易就超过百万欧元。”

最后，数据交换过程本身就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上传和下载数据要花费时间，

这个时间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具体取决于带宽和文件大小。“现在，因为

数据不再必须发送到所有其他系统，所以实际上只为数据交换打开一条线路：

连接到数据门户的线路。数据门户面对来源系统，融合其中所做的更改。所有

系统现在都只需要和一个另外的系统打交道。”Vanlerberghe 说。

规划未来
在这个项目中，ICT 和业务部门的合作是通向成功的关键。“项目的交付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完成，其中的各个环节都可得到控制。对于交付产品是否符合业务

部门的最初要求有着持续的评估，”Swinkels 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终端用户追

加的问题总是越来越多。现在这些事情正真正变成现实。” 

尽管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随 Data Portal Financing 的实现而发生的，仍然

还有在未来扩展的计划。“在保护元数据方面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例如，前

述的定义仍是一个挑战。并不是每个定义都能用于每个源系统。出发点依然是

系统必须支持流程，所以我们必须依旧在它们之间转换，”Vanlerberghe 说。用 
Swinkels 的话说，Informatica 无疑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Informatica 比其他任何

人都更好地知道，他们能够多做些什么来为客户的业务提供帮助，他们靠的不

仅仅是好的产品，而且还有对用户的支持和实战培训。他们预先考虑到您的需

要，提出他们的真实想法，所以您始终知道您在什么位置。”他如是说。



S U C C E S S  S T O R Y

框架：

所面临的挑战包括：

•	在更短时间内向市场推出新产品

•	更快速地生成可信的管理报告

•	简化复杂的数据配送工作

优点：

•	快速准确地管理信息 

•	通过增加质量控制取得的数据质量改进 

•	数据链的完整视图 

•	快速数据分析

•	入市时间更短

•	提高效率 

•	节省数百万美元的时间、开发和维护成本

使用的 Informatica 产品和服务:

•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Advanced Edition 8.1.1 版，64 位

•	 High Availability Option 和 Metadata Option

•	 Informatica Data Explorer 5.0 

•	速度实施方法

•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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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a 比任何人都更清

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多做些什

么来为客户的业务提供帮助，

他们靠的不仅仅是好的产品，

而且还有对用户的支持和实战

培训。”

— Maarten Swinkels

荷兰合作银行商业变更经理

首次发布：2008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LG 双子座大厦
 东塔 19 层 1906 室 邮编：100022
电话：86-10-5879 3366 传真：86-10-5879 3130

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5 楼
邮编：200120
电话：86-21-6182 6825 传真：86-21-6182 6755

www.informatic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