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迁人们的 
工作和生活：
利用云集成推动全球搬迁服务的变革

“我们与  Salesforce 和  Informatica 在集成方面所做

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公司业务的发展，使我们能

够更好地了解客户，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

Graeme Howard
Santa Fe Relocation
首席信息官

目标 解决方案 成果

整合来自 47 个国家/地区 96 个营业点的信息，提高客
户和员工获取信息的速度

通过将数据从遗留的搬迁平台迁移到 Salesforce，并
将后者作为单一的可信数据源，实现系统和服务交付
现代化

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实时跟踪搬迁数据，获取有价
值的洞察以帮助缓解搬迁带来的压力

让客户能够自助访问有关搬迁的准确、最新信息 使用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集成来自 Salesforce 的
数据

通过集成产品进一步巩固 Santa Fe 的竞争优势

改善整体客户体验 增强本地数据集成 提高全公司的运营效率



搬家是一个令人兴奋但又充满压力的过程，不仅会让人们产生期待和强烈的情感，背后还蕴藏着大量的物

流工作。当跨国公司将员工及其家人搬迁到世界各地时，他们希望这一过程尽可能顺利地进行。因此，

很多公司选择了 Santa Fe Relocation (Santa Fe)，该公司荣获了 2017 年外派人员管理论坛 (Forum for 
Expatriate Management) 颁发的搬迁管理公司年度大奖。

Santa Fe 为跨国公司和其他拥有外派员工的组织提供全方位的搬迁服务。同时，也为没有雇主支持的

个人提供搬家服务。Santa Fe 的服务涵盖从打包、搬家和移民服务到取得工作和居住许可的整个搬迁

流程。

整合全球业务
Santa Fe 凭借有机增长和战略收购迅速发展，目前在 47 个国家/地区设有 96 个营业点。这家大型全球企

业能够帮助公司将员工搬迁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然而，这一过程也充满着挑战，多个搬迁系统和自

定义应用程序让该公司难以建立单一的可信数据源。如果不能访问和共享一致的数据，员工就无法提供卓

越和及时的客户服务。

安全和合规问题也不断增加，因为 Santa Fe 必须遵守许多有关个人可识别信息 (PII) 的国际法规。过去，

鉴于信息没有集中起来，各办事处往往使用传真或纸质文件来共享信息。

“为了维持竞争力，我们需要整合全球运营信息，增强信息安全性，不再使用高度自定义的遗留 IT 系
统，”Santa Fe Relocation 首席信息官 Graeme Howard 表示。“因此，我们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策略，使

用移动和云技术推动全球搬迁行业的变革。”

作为 Salesforce 的现有客户，Santa Fe 决定将解决方案的使用范围从纯粹的客户关系管理扩展到客户服

务和工作管理。Santa Fe 将以分阶段的方式弃用遗留系统，使用 Salesforce 为公司所有的全球运营工作

提供单一的可信数据源。不过在此期间，Santa Fe 仍需从许多本地数据源访问数据。它需要采用自动化

的方式来清理数据并将数据集成到 Salesforce 云。

“我们需要一款能够轻松集成到 Salesforce 并连接至遗留系统的云集成解决方案，以便把所有信息整合

起来，”Howard 表示。“我们需要近实时数据更新以及从遗留平台加载数据的批处理流程。”

业务要求：
• 实现快速的价值生成时间和干净的数据迁移

• 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满足日益增加的
合规要求

• 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手动流程来提高效率，
并为业务需求提供支持

关于 Santa Fe Relocation
Santa Fe Relocation 总部位于伦敦，是国

际搬迁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基于自身的运

营和代理网络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国际

和国内搬迁服务。Santa Fe 的宗旨是让企

业和个人能够自由和灵活地在世界各地享

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该公司拥有 2,500 
多名员工。



价值生成时间减少三倍
如果 Santa Fe 想要实现集成目标，可信和安全的数据迁移至关重要。时间也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该公司

曾考虑与现有供应商合作，后者建议使用 API 进行 Salesforce 迁移，但公司担心这个迁移过程会是漫长

且昂贵的。它还希望对数据流进行粒度控制，逐渐弃用遗留平台的功能并重新使用特定的知识和数据结

构，而不是立即更换整个平台。在考虑了多种解决方案之后，Santa Fe 选择了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 
(IICS)，并使用适用于 Salesforce 的 Informatica 云连接器来同步数据。

Santa Fe 与英国 Informatica Cloud 首席合作伙伴 Cloud Perspective 合作，最大限度地挖掘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的价值。“支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与 Informatica、Salesforce 和 Cloud Perspective 之间的

无缝合作为公司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Howard 表示。“这种方式有助于我们取得一致的进展，同时

继续为我们提供灵活性，使我们能够及时应对意料之外的变化。”

改善客户服务
利用有关客户及其搬迁信息的一致且最新的数据源，世界各地的 Santa Fe 员工能够提供更加及时和积极

的客户服务。由于与客户相关的信息不再被困在电子邮件和遗留应用程序中，任何经过授权的员工均可通

过 Salesforce 提供的信息为任何客户提供帮助。更快的信息访问也有助于 Santa Fe 员工提供高度准确、

接近实时的数据，无需等待一天再作出回复，从而通过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来帮助公司提高客户满意度。

“Informatica 和 Salesforce 帮助我们极大地增加了可见性，这直接转化成了更好的客户服务，由此也提

高了我们的业绩和客户的满意度，”Howard 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轻松获得所需的数据，客户也能够

立即得到响应。”

此外，客户可以使用 Santa Fe 丰富的移动应用程序自助获取所需信息。人力资源部门可以跟踪员工在搬

迁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记录并尽可能提供最佳支持。员工可以访问有关当地学校、住宿和相关服

务的数据。云数据集成不仅有助于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为搬迁家庭提供最好的新家安顿服务，还能够基

于实时数据使 Santa Fe 确保客户享受到所有所需的服务。

“如果没有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我们就无法为客户提供如此全面、实时的搬迁体验，”Howard 表
示。“我们为客户提供准确、最新的信息，同时，通过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时间，我们不仅改善了客

户服务，还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我们考虑了其他的方案，但最终发现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是一款十分灵

活且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它使我们

将遗留系统迁移到云的速度提高了三

倍。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会让我们

损失更多的机会，增加我们的资本支

出，同时数据质量也没有这么高。”

Graeme Howard
Santa Fe Relocation
首席信息官



全球搬迁，全球合规
如今，大量信息能够以数字化和更安全的方式传输到世界各地，Santa Fe 致力于增强合规性，全力满足

大型跨国公司的需求。随着《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在欧盟正式生效，全球合规要求也愈发严格，

Santa Fe 将做好充足的准备来迎接挑战。Santa Fe 并没有将合规挑战看作监管的噩梦，而是将其塑造成

一种竞争优势。

“我们与 Salesforce 和 Informatica 在集成方面所做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公司业务的发展，为我们开拓了

新的市场机会，”Howard 表示。“我们能够为一些非常大型的国际公司提供服务，而这是我们以前无法

做到的，因为它们拥有十分严格的合规要求。现在，我们与许多大型公司达成了新的交易。”

提高效率
通过使用 Salesforce 来简化和统一数据访问，Santa Fe 在降低托管和支持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员工的

工作效率，它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从而提高了整个公司的工作效率。随着公司继续向云领域发

展，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将通过提供适用于当前热门的云应用程序且易于部署的连接器来帮助公司

“搬迁”。

“在使用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三个月并完成了两个集成项目之后，全公司的运营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使我们能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客户需求而不是内部事务，﹄Howard 表示。“我们将继续把其他数据源加

载到云，迁移遗留平台中的数据，并扩展更多功能，我相信在未来 18 个月内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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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构成：

•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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